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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美重要国策

2016年 12月，美海军发布“兵力结
构评估”，要求实现并维持一支由355艘
特定类型和数量舰艇组成的舰队。2017
年 12月 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实现“355
舰队”的目标定为美国国策。

2019年 3月，美海军发布 2020财年
30年造舰计划，进一步明确了“355舰
队”的造舰目标，近日美国会研究服务处
发布的这份新报告，则是对造舰计划诸
多问题的细化研究。

根据报告，2021财年，美海军将要
求采购8艘新舰船，申请总额为199亿美
元的造舰预算。在未来 5年，美海军计
划建造44艘舰艇，包括国会2020财年授
权采购的 LPD-31两栖运输舰和 LHA-
9两栖攻击舰。美海军尚未提交2021财
年 30年造舰计划，但从其 2020财年 30
年造舰计划中可以推测，未来美国将新
增 304艘舰船，或以每年 10艘的速度进
行扩充。达到 355艘后，美军舰船将会
保持一种动态的稳定，通过舰船的更新
换代逐步提升其海上实力。

此外，美海军造舰计划将根据其每
年发布的“兵力结构评估”进行调整。报
告称，这份“兵力结构评估”将于今年春
季发布，根据这份评估，美海军应建造
390艘有人舰艇及45艘无人舰艇。作为
造舰计划的指导性纲领，新的“兵力结构

评估”可能促使美海军舰队进行变革。
有关官员表示，未来，美海军舰队将转向
更分散的架构，减少大型船只的比例，小
型船舶、无人水面航行器和无人水下航
行器将逐步增多。

造舰计划陷困境

报告认为，虽然美国造舰计划目标
明确，对快速扩大舰队规模和增强制海
作战能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但想要实
现并不容易。

一方面，预算问题是困扰美海军发
展的重要难题。美海军官员表示，要在
未来 10年实现“355舰队”目标，需要将
海军的预算总额增加 1200亿至 1300亿
美元，这一数字包括购置新舰的费用，还
包括舰船的人员配备、武装、运营和维护
等费用，也就是说，如果未来几年美海军
实际预算保持在当前水平，将无法负担
超过300艘舰船。

另一方面，美海军的造舰体系陈旧，

造舰能力恐难达标。由于美海军造船厂
不承接民船订单，使其军舰造价高昂，船
厂设备老旧，比如船厂缺乏核心设备龙
门吊，在建造大型军舰模块时不得不减
小模块重量。2019年，美国政府问责局
称 2020财年 30年造舰计划中提出的

“355舰队”目标荒唐可笑，指出美海军
造船厂不具备完成计划的能力。美国政
府问责局官方资料还披露，美国造船厂
的干船坞状态恶劣，平均使用年限达到
89年，造船厂数量近年也从13个缩减至
4个，舰艇上使用不合格装备等问题时
常发生。另外，美国造船业人才短缺问
题也十分严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
《美海军 355艘军舰计划评估报告》中
称，对于造船业来说，最大挑战在于如何
做好新增劳动力的培训工作，以确保造
船标准和进度满足美海军要求。

霸权野心需警惕

美海军 30年造舰计划堪称 21世纪

最大的海军扩军计划，美国的海上霸权
野心也随着造舰计划的推进不断显露，
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一方面，美军将进一步强化在全球
的前沿部署。根据美国海上战略部
署，美海军在 2020年将保持 120艘舰船
执行“前沿存在”任务，重点地区涵盖
印亚太地区、中东和欧洲。造舰计划
的推行将使美军舰队规模不断扩大，
世界各地都将成为美军舰船的投放
地。美国妄图通过不断增加在各重要
地区的海上力量部署及军事行动加强
对全球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以实现
制霸海洋的目的。

另一方面，地区海上战略竞争将愈
演愈烈。当前，美国海军正从“由海向
陆”的濒海战略向“重归制海权”的大洋
战略转型。美国不断扩充海上军备会刺
激其他大国为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而加速
发展海上力量，进而带动地区海上军备
竞赛，使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地
区安全局势更为复杂。

美海军造舰计划凸显霸权野心
■陈冠宇

近期，西非萨赫勒地区恐怖袭击
和武装冲突频发并逐渐升级，引起国
际社会高度关注。3月28日，法国国防
部长弗洛朗丝?帕利宣布，应马里和尼
日尔要求，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 11国
将与两国共同成立“巴尔坎反恐军事
行动框架内欧洲特种部队联盟”（简称

“塔库巴”联军），以共同打击萨赫勒地
区的恐怖主义势力。

为应对该地区的恐怖主义，2017年
2月，由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
尼亚和尼日尔组成的萨赫勒五国集团
组建了一支 5000人的联合部队，打击
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并获得非洲联盟
授权。由于地区安全形势过于复杂，传
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紧密交
织，萨赫勒五国集团反恐成效不大。

作为非洲曾经的宗主国，法国一
直对该地区安全形势与反恐行动非常
关注。2014年 8月，法国开始在撒哈
拉—萨赫勒地区启动“新月形沙丘行
动”，打击恐怖和极端组织。萨赫勒
五国集团联合部队成立后，法国通过
调整兵力部署，不断强化与该联合部
队的合作。今年 2月，法国国防部长
帕利宣布，将向非洲萨赫勒地区增派
600名士兵，法国部署在该地区的士兵
达到 5100人。同时，法国还倡导“责
任共担”，不断拉其他西方国家入盟，
以寻求更多国家的支持。

此次法国推动组建 13国联合部
队，是其寻求加强在西非合作打击恐
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成果。按照计划，
今年夏天，“塔库巴”联军将进入战备
状态，明年初正式展开全面军事行动。

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塔库巴”
联军能否顺利部署并取得有效成果，
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首先，单纯通过军事手段反恐并
不能完全保障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西非萨赫勒地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
区之一，国家内乱严重，经济落后，民
族宗教矛盾交织，持续动荡的原因十
分复杂，猖獗的恐怖主义只是地区动
荡的一种表现而非根源，需要采取更
多的综合性治理手段。组建联合部队
实施军事反恐，只是扬汤止沸，并不能
实现该地区的长久和平与稳定。

其次，此次组建的联军部队来自
13个国家，各国在兵力组成、武器配
备、作战支持、情报搜集以及如何与萨
赫勒五国联合部队、联合国维和部队
协调等方面，都将出现较多分歧。随
着全球疫情的蔓延，未来世界经济将

持续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如何分
摊资金，也可能成为制约联军有效行
动的重要因素。

最后，美国因素也会影响联军未
来在萨赫勒地区反恐行动的效果。虽
然目前在西非萨赫勒地区的联合反恐
行动由法国主导，但离不开美国的情
报和后勤协助。特朗普上台后，一直
宣称要减少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军事
存在。如果美国真的从非洲脱身，必
将影响未来联军的反恐成效。

（作者为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
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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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报道，俄罗
斯近日透露，印度将再购买 400辆 T-
90S坦克，并“极有可能”再订购一批米
格-29战斗机，引发各方关注。

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快速发展，
印度军费开支也水涨船高。2020年 2
月印度财政部提交的政府财政预算案
显示，印度 2020年军费同比去年增长
6%，约合 471.3亿美元。由于印度国防
工业基础薄弱，印度大部分武器依赖进
口。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透露，2015年至 2019年，印度是世界上
第二大武器进口国，其进口武器总额占
全球总量的9.2%。

印度军火市场曾长期被俄罗斯占
据，两国军事合作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1974年印度进行首次核试验
后，西方国家停止对印军售，印度转
而向苏联寻求武器装备。在几十年
军事合作的影响下，小到步枪，大到
T-90坦克、航母，印军装备了大量俄
制武器。

过度依赖俄制装备也给印度带来

一系列问题。以“维克拉玛蒂亚”号航
母为例，这艘航母改装费用经俄罗斯两
次提价从 8亿美元上涨到 23.5亿美元，
改造时间超过 9年。加上俄罗斯很多
武器装备仍是苏联时代的技术，已不能
完全满足印度需要，这使印度迫切希望
扩大武器来源。

对美国而言，对印军售既能拉拢
印度，又能从俄罗斯嘴里抢夺庞大军
售蛋糕。面对印度递来的橄榄枝，美
印双方一拍即合，尤其是莫迪担任印
度总理后，美印军售规模不断攀升。
2019年 6月 ，印 度 向 美 国 采 购 10架
P8-I巡逻机。2020年 2月，特朗普访
印期间又与印度签订价值 30亿美元的
军售合同。据统计，2007年以来，印度
共从美国购买超过 170亿美元的武器，
并准备在未来 2至 3年内再与美国签
订 10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受此影响，
俄制武器在印度军贸中的占比一度从
2009年至 2013年的 76%降至 2014年至
2018年的58%。

面对美国“抢单”，俄罗斯加强了对

印度军火市场的争夺，印度也逐渐意识
到其“战略自主”可能会因过度亲美而
受到损害。近年，印度开始加强与俄罗
斯的军事合作，先是与俄罗斯共同研发

“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参与苏-
57战斗机研制，又花费22亿美元采购4
艘护卫舰。2019年，印度顶着美国的压
力和制裁威胁，与俄罗斯达成价值高达
52亿美元的 S-400防空系统采购合
同。2019年9月，俄军事技术合作局局
长迪米特里?舒加耶夫表示，截至9月4
日，印度2019年向俄罗斯订购了145亿
美元的武器装备。

印度凭借其地缘环境，以庞大军
火需求为筹码，既可通过美俄竞价增
加其武器议价话语权，又能通过军购
合同调整与大国关系等，可谓一举多
得。因此，尽管存在弊端，印度仍将
大量进口武器装备。近年来，印俄军
事合作从单纯买卖武器变为联合研
制 ，也 表 明 印 度 不 再 是 武 器 市 场 的

“冤大头”，美俄等国的军售竞争也将
愈发激烈。

美俄加紧争夺印军火市场
■吴婷娜

陆海空合作齐头并进

2015年4月，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
针》出台。2016年 3月，日本政府实施
新安保法，该法案以“重要影响事态”概
念替代“周边事态”概念，新增“存立危
机事态”概念，从法律层面扫清了“集体
自卫权”对美日安保防务合作的种种限
制。在该法案的牵引与作用下，美日在
陆海空等传统作战域的防务合作更加
密切。

2017年 3月，负责统合日本陆上自
卫队指挥权的“陆上总队”宣告成立，这
是自 1954年陆上自卫队成立以来最大
的一次机构改革。据悉，日方在“陆上总
队”设置了与美军司令部共享情报的联
络渠道。鉴于美军与日本海空自卫队之
间的协调也由“陆上总队”统一负责，此
举极大提升美日军事合作的流畅程度。

2016至2018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参
与了多起保护美军舰艇的“武器防务”任
务，并为美舰提供燃料补给。日方还有
意通过“出云”号航母化改装项目增加美
日互动。

2018年5月，美日航空力量在日本三

泽基地首次举行F-35战机联合演训，美
海军陆战队战机与日航空自卫队同型战
机展开联合行动。日防卫省表示，此次
演训旨在提升日航空自卫队与美空军之
间的配合度，以强化美日同盟威慑力和
危机应对力。

合作向新型作战域延伸

在 2019年美日防长和外长安全磋
商会议上，两国表现出对太空、网络和电
磁波谱等领域技术进步的关切，并致力
共同应对挑战。在随后发布的联合声明
中，双方一致认为“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
间，在某些情况下，网络攻击可被视为武
装攻击，因而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

2019年12月，美日在举行的“山樱”
年度例行演习中，将网络防御板块嵌入
演习全程，演练在日本本土或离岛遭受
多重攻击的情况下，如何运用计算机对
部队实施指挥。同时，双方人员还就如
何在计算机系统遭遇电磁波攻击的情况
下保持指挥通畅等问题展开探讨。对
此，日陆上自卫队官员表示，将电磁波和
网络等新领域与传统军力相融合，对进
一步强化美日同盟来说意义重大。

在太空合作方面，日本也紧跟美国
步伐。继美国正式组建“太空军”后，日
本宣布将于2020年成立“太空行动队”。

合作前景遭质疑

新安保法的实施看似从法律层面为
加速美日军事一体化“松绑”，但双方源
于私利的战略考量，决定了矛盾与分歧
将贯穿美日安保防务合作全程。

自特朗普总统就职以来，美政府在
驻日美军军费分担问题上持续向安倍政
府施压，甚至扬言要将美军撤离日本。
在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美日摩
擦与龃龉不断，短期内仍难破局。更为
重要的是，特朗普将防务合作当作一种
特殊的贸易盈利手段，间接逼迫日方采
购大量美军事装备。

新安保法虽然有助于提升日本在美
日同盟中的地位，但日本各界普遍对过
度卷入美军事行动持怀疑态度，认为这
将加大日本面临的外部安全风险。

此外，国际社会对自卫队突破专属
防卫属性，借与美防务合作扩充自身军
备的图谋感到担忧，一旦应对失当，恐将
危及地区长期和平稳定。

美日防务合作“加速度”引担忧
■季 澄

正在建造的正在建造的LPDLPD型两栖运输舰型两栖运输舰

近日，美国会研究服务
处发布题为《美海军结构及
造舰计划：背景及国会应关
注的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以
实现并维持“355舰队”为目
标，对美国 2021财年、未来 5
年乃至30年的海军造舰计划
进行分析。报告内容涵盖美
海军造舰计划的装备、数量
和未来的舰队架构，体现了
美海军致力于实现“355舰
队”目标的野心，其背后的战
略意图不容忽视。

据日媒报道，自日本
实施新安保法 4年以来，
美日安保防务合作呈现明
显“加速度”趋势，并从以
陆海空为代表的传统作战
域向以太空、网络和电磁
空间为代表的新型作战域
延伸，两国防务关系定位
也从“美战日援”向“并肩
战斗”转变。在新安保法
为加速美日军事一体化大
开“方便之门”的同时，双
方在实际合作进程中的分
歧与矛盾也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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