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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俄罗斯楚戈尔 9月 13日电

记者蔡鹏程报道：9月 13 日下午，“东
方-2018”战略演习联合战役实兵演练
和沙场检阅结束后，中方导演部总导
演、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邵
元明向记者介绍了中方参演取得的成
果，并对中俄两军深化务实友好合作
进行了展望。

邵元明说，这次演习非常成功，
令人振奋、使人震撼。当前，在两国
元首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呈现更加积
极的发展势头，进入高水平、大发展
的新时代。中俄两国积极发挥大国
作用，承担大国责任，树立了以合作
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为
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邵元明说，近年来，中俄两军在双

边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多次举行联
合军事演习，已经实现常态化，并已成
为中俄两军年度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内
容。中方此次参演是落实习近平主席
与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推动中俄两
军务实领域交流合作的具体举措，目
的是为进一步深化中俄两国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注入强劲动力。

邵元明说，演习期间，两军官兵通
过同场行动、联合作战，进一步加深了
友谊、深化了互信、促进了合作、维护

了和平，也进一步提高了两军联合行
动和共同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
此次参演也是对我军备战打仗能力的
一次重要检验。中方参演部队组织多
方式跨境立体投送，与俄进行多层次
多军兵种联合攻防演练。我军官兵很
好地完成了任务，也得到了俄军同行
的好评。

邵元明说，俄军实战经验丰富、作
战能力强，在此次演习中，无论是指挥
员、参谋人员还是部队都表现出了专

业素质、过硬作风，俄军作战和训练有
益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们将进
一步加强实战化训练演练，提高我军
战略战役指挥和部队实战化能力。
“此次演习取得了成功，达到预期

目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深化中俄两
军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具有积
极意义。”邵元明说，下一步，中俄双
方将巩固深化“和平使命”上合组织联
演、“海上联合”中俄联演，探索建立两
军务实合作的新机制。

“东方-2018”战略演习中方总导演介绍演习成果

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 11 日至 13
日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
克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远东：
更多机遇”。中国、俄罗斯、日本、蒙
古国等国领导人齐聚符拉迪沃斯托
克，凝聚智慧、共商合作，共谋区域经
济开放发展。

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
联盟对接的东风，中国和俄罗斯远东合
作不断加深拓宽，为东北亚次区域合作
注入新动力。

当前，伴随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的
实施和中国东北振兴战略的推进，两国
区域战略对接与合作卓有成效，来自中
方的多领域投资已经成为推动远东经
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为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俄
罗斯在远东地区设立跨越式发展区和
自由港，以大幅减免税费和基建使用费
用等优惠条件吸引企业入驻。来自俄
方的数据显示，过去 5年来，俄远东地
区工业产值增长高于俄其他地区。目
前，俄罗斯四分之一的外国直接投资集
中在远东地区。中国是这一地区投资
的主要来源国。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
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持续深入，中俄两
国经贸合作节节攀升。据中国驻俄
大使李辉介绍，2017 年，中俄双边贸
易额达到 840.7 亿美元，增长 20.8％，
中国连续 8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
国地位。

2018 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
达到 491.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8％，
全年有望超过 1000 亿美元。同时，中
俄贸易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投资和经济
技术合作、农产品贸易、跨境电商等领
域成为新的增长点。

在完善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

方面，中俄双边合作同样可圈可点。
随着中俄原油管道、东线天然气管道、
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等一批大项
目顺利推进，中俄远东合作将迎来丰
收季。

俄罗斯专家认为，中俄合作潜力巨
大。除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俄还
正在探讨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
上丝绸之路”。未来，“冰上丝绸之路”
有望提升欧亚间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东
北亚次区域合作的辐射范围。

除双边合作外，探讨亚太地区在能
源、林业、农业、渔业、旅游业和基建等
领域的合作也是本届东方经济论坛主
要议题之一。

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国在
历史和文化上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
为东北亚次区域合作提供了坚实基
础。正如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
心高级顾问爱德华·勒特韦克所说，在
文化高度关联的情况下，国家间经济合
作潜力巨大。

近年来，俄罗斯调整经济合作重
心，加快“向东看”步伐。俄罗斯与亚
洲国家贸易往来持续增加，俄罗斯的
能源、农产品、水产品等源源不断流向
东方。

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
乐部项目主任博尔达切夫说，俄罗斯
“向东看”政策取得的主要成果是，俄罗
斯远东地区获得发展机会，与亚太市场
进一步贴近和融合，俄罗斯参与地区事
务的质量和水平得到提高。

专家认为，多方合力推进东北亚次
区域合作，有利于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和
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
经济全球化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9月13

日电 记者安晓萌、吴刚）

凝聚东方智慧 共谋开放发展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建议，俄日在不设

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签署和平条约，并在条

约中规定通过谈判解决俄日争端。

这一提议出乎日方意料。日本内阁官房

长官菅义伟同日强调，日本政府先解决相关

岛屿归属问题再缔结和平条约的立场“完全

没变”。

分析人士认为，普京这一表态意味着日本

政府通过经济合作推动解决领土争端的谋划

很可能落空。

在当天举行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

上，普京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演讲后说，

建议双方今年年底前在“不设任何前提条件的

情况下”缔结和平条约。普京还强调，他并不

是在开玩笑，他认为先缔结和平条约有助于解

决两国间过去70年未能解决的问题。

普京所说的问题主要是指俄日领土争

端。日本北海道以北的齿舞、色丹、国后、择捉

四岛被日本称为北方四岛，在俄罗斯被称为南

千岛群岛。这些岛屿二战前属于日本，二战后

被苏联占领。日苏两国1956年签署《日苏共同

宣言》，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宣言规

定，双方将继续就缔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条

约缔结后苏联将归还齿舞岛和色丹岛。但此

后日本一直主张四岛必须全部归还，导致和平

条约谈判陷入僵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

继承国实际控制四岛。

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先解决日俄领土问题

再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上述建议的实质是双

方搁置领土争议，优先缔结和平条约，这与日

方立场正相反。

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一直是日本政府对

俄外交的敏感点和“软肋”，也是安倍政府对俄

外交试图寻求的主要突破点。普京这一看上

去突如其来的建议让安倍政府颇为尴尬。菅

义伟12日在记者会上强调，先解决四岛归属问

题再缔结和平条约的日方立场“完全没变”。

安倍自2012年底重掌政权以来，将对俄关

系作为外交重要发力点之一，有意在领土争端

问题上取得突破，其对俄外交基本策略是用经

济利益换取俄在领土问题上软化立场。除与

俄罗斯积极开展经济合作外，日本还着力推进

与俄在四岛的“共同经济活动”，为促进领土问

题的解决做铺垫。

俄日首脑 10日举行会谈，双方刚刚通过

了在四岛开展“共同经济活动”的路线图。12

日的论坛上，安倍发表演讲时刻意展示对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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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成果。他回顾了 2016年 12月与

普京在日本长门举行的会谈，强调

双方达成的150项合作计划中半数

以上已经实现或即将实施，盛赞两

国关系“蕴含无限可能性”，并要让

这些可能性“全面开花”。但普京随

后当众提出的这一建议显然完全出

乎日方意料。

普京这一建议迅速引发俄日等

国舆论关注和热议。据报道，俄总统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日表示，普京

提议的意思很明确，“解决领土问题

往往要花数十年时间”。俄罗斯副总

理特鲁特涅夫13日强调，俄方正主

动放慢对南千岛群岛的开发，这是

“在等待日本的决定”。他还抱怨日

本在俄远东投资太少，称第三国企业

也有可能参加南千岛群岛的开发。

关于俄方的意图，日方有诸多猜

测。不少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普京真

实意图何在，这一表态显示俄在领土

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有丝毫软化，不可

能做出日方期待的让步。日方以经

济利益打开领土争端解决空间的策

略很可能落空。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记
者 刘赞）

楚戈尔，原本不被人熟知的远东
一隅，因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今天，一群远道而来的中国军人
在这里精彩亮相，吸引了众多目光。

当地时间9月 13日 13时许，俄罗斯
“东方-2018”战略演习沙场检阅在楚戈
尔训练场举行。来自 59个国家的 87名
观察员受邀到现场观摩。

受阅的中俄两军官兵，组成 28
个地面方队和 51 个空中梯队接受检
阅。

13时 20分，由俄虎式指挥车组成
的护旗方队缓缓开来，鲜艳的五星红
旗和八一军旗迎风招展。

600 余名受阅的中国军人，是“东
方-2018”战略演习中 3200余名中方参
演官兵的代表。此前，他们和参演的
战友们一道，与俄军共同经历了演习
硝烟的洗礼。

在阅兵前的简短致辞中，俄罗斯
总统普京分别用了“尊敬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参演官兵代表”“感谢中国人民

解放军参演官兵”这样的表述。
这份尊重，源于中国军队维护和

平、捍卫和平的责任担当。
这份感谢，源于中国军人珍视友

谊、真诚合作的实际行动。
铁甲奔涌，战车轰鸣。13时 24分，

现场的广播中，传来了中方阅兵解说
员、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少校徐晓
东洪亮的声音：“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陆军第 78集团军某合成旅‘铁的连队’
方队……”

中国受阅方队头车驾驶员、该旅
三级军士长杜波涛驾驶我军新型轮式
步战车，以“分秒无误、毫厘不差”的标
准驶过检阅台。

紧随其后的我军地面装备方队，
高扬着“百战百胜第三营”“铁锤子团”
“攻无不克”“战斗模范连”等荣誉旗
帜，依次开进。这些受阅官兵所在部
队，曾多次参加中外联演、国际维和、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等任务。中国军人
的严整军容、飒爽英姿，定格在媒体记
者的镜头中。

军乐阵阵，将士肃立。站在中方
受阅人员方阵中，陆军某工程防化旅
上士杨占成脸上洋溢着激动之情。两
年前，杨占成随队赴马里维和。在那
次任务中，他的战友申亮亮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而他身负重伤。

杨占成和申亮亮这两名普通的中
国士兵，是肩负维护世界和平使命的
中国军人的生动代表。

对此次受阅中国军人来说，沙场阅
兵并不陌生。去年 7月 30 日，习近平
主席在内蒙古朱日和举行的沙场阅兵
中，向全军发出号令：为维护世界和平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军人牢记着自己的使命。在
此次“东方-2018”战略演习磋商阶段，
中国军方提供的一组数据令俄军方代
表甚为钦佩——

自 1990 年以来，中国军队已先后
参加 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
维和军事人员 3.7万余人次，组建 8000
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13名官兵牺
牲在维和一线。

截至目前，中国军队已派出 28批
护航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累计
护送6400余艘中外船舶。

万里长空铁翼飞旋，由多架中国
陆航直-9、直-19等组成的空中梯队呼
啸而来；茫茫草原铁流滚滚，由我军新
型轮式装甲突击车、自行榴弹炮等组
成的装备方队隆隆驶来。

一位俄媒记者兴奋地对身旁的中
方摄影人员司磊伸出大拇指，并用不
太熟练的中文重复着：“中国加油！”
“中国军队加油！”

拥挤的观摩席上，不同肤色的各
国观察员们低声交流。“China is com-
ing（中国来了）”这句反复出现的话语，
让负责组织此次演习中方媒体报道的
孙军阳大校满脸自豪。
“走出国门，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军

队。”担任此次中方阅兵训练总指挥的
陆军某合成旅旅长韩向春大校说，“这
次沙场阅兵，我们肩负和平使命而
来。”
（本报俄罗斯楚戈尔9月13日电）

中国军人在“东方-2018”战略演习沙场检阅中精彩亮相——

今天，我们肩负和平使命而来
■本报记者 蔡鹏程

本报澳大利亚达尔文9月13日电

记者段江山、通讯员徐广报道：当地时
间 9 月 11 日至 13 日凌晨，“卡卡杜-
2018”多国海军联合演习进入海上红蓝
实兵自由对抗阶段，代表中国海军参演
的黄山舰在达尔文外海与其他 16个国
家的舰机共同参演，演习达到预期演练
目标。

11日 13时许，在澳大利亚“墨尔
本”号护卫舰统一指挥下，红方 9艘各
型舰艇组成警戒幕队形在澳大利亚梅尔
维尔岛附近海域实施战斗巡航，海上自
由对抗悄然拉开战幕。演练中，黄山舰

所在红方特混大队各舰严格按照电磁使
用方案密切协同配合，先后参与完成了
对潜搜索与攻击、编队防空抗导等多项
演练。

12 日下午，急促的战斗警报声再
次响起。在红方第二特混小队指挥舰、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号护卫舰舰载直
升机引导下，黄山舰和新加坡“勇士”
号护卫舰高速穿越狭窄的范迪蒙湾，搜
索打击在此游弋的蓝方巡逻艇。推开黄
山舰作战室舱门，浓烈的战斗气息扑面
而来，键盘敲击声不绝于耳，指挥口令
声简短有力，对海和对空两个方面作战

系统以及各观察警戒部位进入临战状
态，通信部位使用约定信号第一时间将
海空情通报给特混小队各舰。“全时保
持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应付各种复
杂局面，已经成为此次黄山舰参与实兵
对抗的常态。”黄山舰舰长艾鹏介绍。

形势波诡云谲，战斗一触即发。
在 12日晚，红方特混大队所辖的两只
特混小队顺利在比格尔湾会合，并对
企图进入海上封锁区的蓝方特混大队
实施了多波次模拟攻击，有效达成了
夺取制海权的目的。期间，黄山舰充
分发挥自身探测距离远、防空反导能

力强的特点，在实兵对抗中出色完成
了区域防空和观察警戒等任务，为红
方夺得制海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自由对抗在红方指挥所总体

想定背景的框架下，紧紧围绕编队战术
意图，合理编组兵力、灵活运用战术，
充分体现了任务式指挥的特点。”黄山
舰任务指挥员丁新民表示，演习期间，
黄山舰任务指挥所准确理解演习意图，
全时与编队各舰保持密切沟通联络，持
续加强协同配合和信息互通，成功处置
多起突发敌情，充分展示了中国海军官
兵全面过硬的专业素养。

海军黄山舰圆满完成多国海军联演海上阶段演练

上图：9月13日，在俄罗斯楚戈尔训练场，俄方直升机群在

“东方－2018”战略演习联合战役实兵演练开始后进入演习地

域，开始实施机动防御。

右上图：中方受阅方阵参加沙场检阅。

右图：沙场检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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