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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俄罗斯国家军售商国防产品
出口公司在“军队-2020”国际军事技术
论坛上公开表示，计划未来 5-6年内向
市场提供 50种新武器，其中包括 S系列
防空导弹系统、T-14坦克、苏-57战斗
机、可探测高超音速目标的 59N6-TE
机动雷达等明星产品。同时，俄还在大
力提升军用产品的售后服务和改造升
级工作，计划与相关国家成立军事设备
售后服务中心。

一直以来，军火贸易不仅是俄外
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更是其施加
军事政治影响、开展地缘政治博弈的
重要手段。近年来，面对西方制裁和
国际军火市场竞争，俄罗斯不断调整
武器出口策略，以部分高精尖武器和
主战装备为先手，以提升完善武器售
后服务为抓手，在拓展军火市场方面
愈发积极主动。

传统基因造就亮眼订单

冷战结束前，苏联已成为世界上最
主要的军火出口国之一，形成了规模庞
大、品种齐全且技术领先的军事科研和
生产体系。整个 20世纪 80年代，苏联
军火出口占世界军火总出口的 35％-
40％。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绝大多数军工
产业和贸易链，包括约 70％的国防工业
企业、约 80％的研制生产能力、约 85％
的军工生产设备和约 90％的科技潜力，
为其开展武器贸易打下坚实基础。

然而，冷战结束后，国际军火市场
迅速萎缩。据统计，1991 年 至 1995
年，国际军火市场销售总额仅为此前 5
年的 46％，绝对额减少 373 亿美元。
加上当时叶利钦政府奉行向西方“一
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纯防御”军事
理论，不再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导致
俄在世界军火市场所占份额从 36.1％
急剧跌至 10％，远远落后于美国的
45.7％。

俄罗斯的妥协与退让，并没有收到
预想中的效果。西方对俄罗斯的援助
往往“口惠而实不至”。更令俄罗斯恼
火的是，北约持续东扩，不断挤压俄罗
斯的战略空间。1993 年，俄罗斯颁布
《俄联邦军事学说》，突出国家利益在军
事决策中的作用，以武器贸易带动经济
发展。普京执政后，更是提出了振兴强
大军事工业的目标，大力推行“西方军
事替代计划”“核心要素本土化”，在国
际军售市场上交出了亮眼成绩单。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的报告，2014年至 2018年，美国在世界
武器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为 36％，俄罗

斯为 21％，位居第三位的法国只有不
到 7％。在美国《防务新闻》公布的全
球武器制造商排行榜上，俄罗斯金刚
石-安泰集团、联合航空制造集团、战
术导弹武器集团等多家军工企业被列
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军工企业名单。
从近年情况看，俄军售维持了出口额
总体稳定。根据俄官方数据，2014 年
俄武器出口总额为 102亿美元，2015年
上升至 145 亿美元，此后基本稳定在
150亿美元左右。2019年，俄武器出口
订单总额超过 550亿美元。其中，在叙
利亚战场上，俄军的多款装备经受住
了实战检验，成为各国竞相采购的对
象。近年来，购买曾在叙利亚战场使
用过的武器装备的订单总金额超过 70
亿美元。

经济突破兼有政治突围

近年来，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一直
没有放松的迹象。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的持续蔓延以及石油市场的不景气，俄
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骤然增大。美国
则趁机落井下石，要求乌克兰关闭通往
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要挟德国中断与俄
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上的合
作。这种情况下，军火出口对于俄缓解
经济压力的作用愈发凸显。

军售从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始终
与政治紧密相关。俄不断发力军售，不
仅意在拉动经济增长、推动国防建设，
更有谋求战略突围、撬动地区格局、达
成多重收益的考量。

独联体地区一直是俄制武器的传

统市场，军售也是俄维持在中亚地区特
殊地位的有效手段之一。俄以组建“独
联体联合防空体系”为名，优先向白俄
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出售 S-400 防空导
弹系统这一拳头产品，并在“斯拉夫友
谊”“西方”等战略战役级演习中有针对
性地演练其使用，大大增强了上述两国
的防空能力，也为自己打造了可靠的空
中缓冲地带。

在中东地区，俄向叙利亚、伊朗等
国出口了“铠甲”、S系列防空导弹系统，
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签署了合作意向
书，与土耳其、埃及、伊拉克等签订了包
括地面武器装备、防空系统的军售合
同，既满足了相关国家发展国防力量的
需要，又增强了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
特别是，俄罗斯从土耳其与美国的矛盾
中看到机会，积极促成 S-400防空导弹
系统的对土出口，成功在美土之间打入
“楔子”。

此外，俄在亚洲军售市场上也取得
了突破，与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
等国签署了数额不等的军售合同，增进
了与这些国家的双边防务关系，产生了
积极的政治溢出效益，为俄从南亚、东
南亚方向实现战略突围创造了有利条
件。

提高竞争力应对多重阻力

虽然近年来俄对外军售订单规模
可观，俄也借机在中东等地发力，较好
维护了自身地缘利益，但俄在军售市场
上仍面临着不小挑战。

其一，美从未放松对俄战略挤压，其

通过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对
俄罗斯的军售形成了较大影响。根据美
方的说法，该法案实施几个月后，就迫使
各国取消了大约 30亿美元的与俄军售
订单，“沉重打击”了俄军工行业。

其二，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武器
装备在国际军火市场仍有较强竞争力，
以色列、日本、韩国等国军事技术也日
益成熟，俄式武器装备在国际市场上面
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

其三，俄军工企业虽然近年来在现
代化武器装备研发方面不断追赶，但总
体来看，生产数字化自动化程度低、生
产设备老化、人才流失等问题并未得到
根本解决，这对其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严
重制约。

对此，俄罗斯一方面积极在国内
军工企业中实施改革，通过提升人才
素质、提高生产效率、完善激励机制等
手段，提高出口武器装备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包括普京在内的俄军政领
导人积极利用莫斯科航展、“军队”年
度国际军事技术论坛、瓦尔代国际辩
论俱乐部等多个场合，亲自上阵推销
俄先进武器，为其进一步打开世界市
场提供助力。

此外，俄军工企业也在放低姿态，
对小额合同给予更多重视，并在零部件
供应、武器装备修理、外国人员训练等
方面完善售后服务机制，提高竞争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上图：在近日举行的“军队-2020”

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俄方展出了包括

T-72BZ坦克在内的多款武器装备。

本报记者 赖瑜鸿摄

继承苏联军工基础，经受战争实践检验，反制西方战略围堵—

俄罗斯打“军售牌”多方发力
■代勋勋

军眼观察

不久前在莫斯科举行的“军队-

2020”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俄罗

斯首次展出了完整的S-500“普罗米

修斯”远程防空导弹系统。该导弹

系统为内部展品，仅供各国元首和

高级军事领导人参观。俄分管国防

工业的副总理鲍里索夫宣布，俄罗

斯已经开始 S-500系统的国家测

试，并准备批量生产。

S-500系统是由俄空天防御武

器生产企业金刚石-安泰集团研制

的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与其他防空

反导系统相比，其最显著的优势是

能拦截高超音速目标。根据俄罗斯

红星电视台报道，其可使用多款导

弹对不同目标进行分类拦截，必要

时能摧毁敌方军用卫星，因而被称

为 “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多 级 防 空 系

统”。与更侧重防空的现役S-400防

空导弹系统相比，S-500系统更加

侧重反导，各方面性能均超出前

者；在拦截距离、拦截速度上，S-

500系统也明显超出美制“萨德”

反导系统。

已经拥有性能先进的 S-400系

统和 S-350系统的俄罗斯，进一步

推出性能更强大的 S-500系统有多

重考量。

基于俄罗斯高层强烈的忧患意

识。早在2002年俄罗斯高层就普遍

认为，美国将在2030年前后拥有从

空天领域打击俄境内所有高价值目标

的能力，俄罗斯必须有所准备。为

此，俄罗斯启动 S-500系统研究工

作。为了接近实战，S-500系统的防

空雷达在叙利亚战场上接受了测试和

检验，完成了与其他系统的对接等工

作。完整的S-500系统已在俄某武器

试验场完成测试，进行了实弹射击并

摧毁了预定目标。

应对持续紧张的美俄关系。一

段时间以来，美俄关系持续紧张，

美国不断在俄罗斯周边部署“萨

德”“宙斯盾”等反导系统进行施

压。2017年4月，韩美不顾当地民众

及邻国强烈反对，将“萨德”部分

装备部署到庆尚北道星州郡，并于9

月完成“萨德”在韩“临时”部

署。同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在秋

田县和山口县部署陆基“宙斯盾”

反导系统，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该部

署计划在今年6月被叫停，但并不排

除重启的可能。2019年，“萨德”反

导系统运抵俄罗斯海上邻国罗马尼

亚。另外，美国还提出“即时全球

打击”构想，其要求之一是从太空

用高超音速武器攻击敌方领土。针

对美国频繁的战略挤压，俄罗斯方

面只好不断升级自己的武器库积极

应对。S-500系统一旦部署到位，将

在很大程度上化解美国最先进导弹

的威胁。

推销俄制军工产品。去年也门胡

塞武装对沙特石油设施进行袭击，沙

特装备的美国“爱国者”系统竟对来

袭的无人机和导弹毫无反应。随后，

俄总统普京亲自向沙特推销俄制S-

400系统。俄罗斯通过公布测试画

面、相关性能指标和实物展示等，为

S-500系统造势，吸引了国际社会的

高度关注。这将使得许多潜在客户更

青睐俄制防空系统，为俄最终出售更

多防空系统创造机会。而俄罗斯也想

在国际军售市场上寻求更多订单，缓

解自身的经济压力，维持自身的大国

地位。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石家

庄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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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史地志

近日，美国军方明确表态，驻伊

拉克和阿富汗美军规模将分别于9月

底和11月前缩减至约3000人和4500

人。欧美主流媒体均指出：“双撤

军”的时间与美国总统大选契合，服

务于大选是其重要考量。

赢得大选、继续执政，是当前美

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决策团队的绝对重

心。但大选结束后，不论共和党或民

主党哪个党派上台执政，伊拉克和阿

富汗的驻军、中东和中亚的军事战略

布局、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都是必

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撤而不尽，留着

两条“驻军的尾巴”以拖待变，这一

举措夹杂着美国决策层的现实政治目

的与长远战略意图。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从开

始至今经历了金融危机、两党执政轮

替和反恐政策变化，伴随着“阿拉伯

之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

起、难民潮等诸多相关问题，持续并

强有力地影响着美国国内政局的走

向。其中的轻重利害，特朗普自然心

知肚明。

这两场战争，美国在战场上出现

了“高开低走”“前易后难”的现

象，引发了地区大范围动荡。在阿富

汗，美国扶持的政权长期不稳，塔利

班剿而不灭。在伊拉克，原有政权瓦

解后，民主化改造“水土不服”。这

两场耗资巨大的战争，也加重了美国

的财政负担，成为耗费美国国力“难

以愈合的伤口”。

奥巴马上台后，从地缘战略角

度做出了“撤军伊拉克，增兵阿富

汗”的决策。2011年底，奥巴马正

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

对传统大国的重视。但是，当中东

局势恶化、美国重点扶持的伊拉克

和阿富汗政权出现危机，又有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崛起、俄罗斯强

势介入时，奥巴马政府不得已重新

增兵伊拉克并加大对阿富汗的军事

关注。这表现出当时美国决策层出

现了明显的战略犹豫。

特朗普不是这两场战争的发动

者，但他一上任就面对着这两场战

争造成的影响和乱局。他的决策团

队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多年战争后美

国国内问题开始凸显的现状，其思

考范围和行动能力均受这一现状的

制约。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和兵力

调整中，特朗普从美国国家利益和

重要盟友的角度出发，对中东和中

亚方向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给予

了一定关注。

伊拉克对阿拉伯各国、伊斯兰

世界、欧洲，特别是美国战略盟友

以色列有重要影响。在以色列、沙

特等国眼中，伊拉克是对抗伊朗

“扩张”的重要前沿。这些国家担

心，美国撤出伊拉克后，伊朗对伊

拉克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伊

朗、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合作将

进一步深化，从而影响中东的地缘

政治格局。而阿富汗周边，东面是

中国，北面是中亚五国，西面是伊

朗，南面是巴基斯坦，都是美国关

注的重点国家。从地缘角度看，被

美国称为“无赖国家”、被以色列视

为死对头的伊朗，恰恰被伊拉克和

阿富汗夹在中间。

这么重要的两个战略支点，决

定了美国决策层不会轻而易举地撤

军走开。宣布撤军而不彻底撤军，

既可以迎合美国国内部分民众的厌

战情绪，又可以缓和与军方的矛

盾，争取军人及其家庭成员的选

票；既可以履行特朗普缩减海外驻

军规模的承诺，又可以保留美军在

中东和中亚的前沿存在；既能缓解

盟友安全焦虑，也能在需要的时候

顺利地实施“重返”。这种“双撤

军”的高调表态，充分体现了“商

人总统”特朗普的利益权衡和美国

全球军事布局的战略考虑。可以肯

定的是，美国的这一决定，必然引

发美国中东盟国的关切，给地区反

恐形势和安全稳定带来新的变数。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契合大选时机微妙，留下“尾巴”以拖待变—

美国“双撤军”缘何撤而不尽
■张 兢

洛马角海军基地

圣迭戈海军基地是美军在西海岸
最大的海军基地，美国海军舰队三分
之一舰船都以这里为母港。其首要任
务是负责太平洋舰队的后勤补给，同
时还承担保护美国西海岸、防止敌人
从太平洋海域向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
任务。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洛马角
海军基地就坐落在其西南部，扼守着
进出的“大门”。

洛马角海军基地位于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圣迭戈市西北部波因特洛马区内的
圣迭戈湾北岸，基地内的军事单位多达
64 个，在编现役军人和文职人员超过
22000人。

洛马角海军基地主要包括美海军第
三舰队司令部、太平洋海运后勤司令部
等 7大军事司令部。这些司令部基本都
分布在洛马角半岛的山区和海岸地带以
及周边地区，共同形成一个多功能和高
效的海军业务技术中心。

事实上，该基地是由地理上相互分
离的十几座分基地组成的，主要包括洛
马角核潜艇基地、国防部国防油料供应
站燃油仓库区、悬崖基地区、山顶基地

区、岸边基地区、海湾基地区、第三舰队
司令部综合基地区等。

洛马角海军基地由美国海军西南
军区司令部司令负责直接管理，主要任
务是为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和其他驻
扎军事单位提供最直接的日常服务，主
要包括各种后勤保障与支援服务，以确
保所有驻扎军事单位能够高效顺利展
开工作。

分基地之一，洛马角核潜艇基地，
位置十分关键，其南部就是圣迭戈湾内
的船运海峡。这条非常狭窄的海峡由核
潜艇基地的入口处一直延伸至圣迭戈湾
内的第 24号大街码头，整个海峡范围
内没有任何分支水流注入。每年经由这
条海峡进出圣迭戈湾的深吃水舰艇大约
有 9000 多艘次。在靠近船运海峡入口
处的巴拉斯特角，设有一个重要的阻塞
点，主要用于控制粮食与燃料的运输。
巴拉斯特角是船运海峡的最狭窄处，穿
过海角便进入了洛马角核潜艇基地的军
舰停泊码头区。

除了上述军事基础设施，洛马角海
军基地还有一些面向公众开放的区域，
主要有卡布里洛国家公园、罗斯克兰斯
堡国家公墓，这两个地方平均每年可接
纳120多万参观者。

左上图：从卫星照片上可以清楚地

看到，洛马角海军基地扼守着圣迭戈海

军基地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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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马角海军基地—

扼守“大门”的美国海军基地
■庄小好 陶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