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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 杨定都）美国商务
部7月30日宣布放宽向印度出口高科技产品的限制，
给予其与北约盟国同等的采购权，为印度进口最新军
事装备、技术铺路。近期，印度与美国军火商接连达成
一系列军购意向，双方期望在9月举行的美印“2+2”高
层会谈前达成一揽子军购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印度保持与俄罗斯传统军事合作
同时，加大从美国进口武器装备，试图利用军贸在大国
间左右逢源。然而，对武器进口的依赖，考验着印军整
合、消化能力。

印美军贸升温印美军贸升温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赋予印度战略贸易许可，是
为了方便向印度出口高科技军事产品和受出口管制的民
用产品，表明印度“作为美国防务伙伴的地位提升”。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此举不仅方便印度引进先进
军事装备和技术，还为美印签署《通信、兼容与安全协
议》铺路。美国希望在即将举行的“2+2”高层会谈中签
署该协议，以便在出口印度的武器装备上安装美军通
信装置，用军事装备和技术进一步“绑定”印度。

印度正在为大批即将退役的俄制“米格”系列主力
战斗机寻找替代者，给美国军用航空巨头带来商机，也
给美印军事合作迅速升温带来契机。

在对印度战斗机订单的争夺中，美国军火商占据先
机。近期，美国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军火商接连放出消
息，称与印方达成军贸大单意向，将向印军出口多款先进
战斗机、多用途直升机和运输机、侦察机、无人机等。

为了获得印度大单，美国军火商不惜与印度公司
合资，出让技术，甚至把生产线搬到印度。洛克希德·马
丁公司3月宣布，将在印度建立F-16战机全球生产中
心，不仅为印度生产 F-16 最先进的 Block 70 系列战
机，还负责全球F-16战机的维护。

4月，美国波音公司与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和
马恒达防务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将推动在印度生产F/
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波音公司早已在印度
建厂，与印度塔塔公司合作生产“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的机身。

难撼印俄军贸难撼印俄军贸

印美双方希望借将于 9 月举行的“2＋2”高层会
谈，敲定两国军事合作的具体事宜，实现军贸合同落
地。美国防长马蒂斯、国务卿蓬佩奥和印度防长西塔拉
曼、外长斯瓦拉吉的这场会谈，原本应在3月举行,但多
重原因导致会议一再推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
不满印度从俄罗斯购买防空导弹系统。

印度不顾美方制裁威胁，坚持从俄罗斯进口金刚
石—安泰公司制造的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印
俄媒体报道，印俄双方已经就此项军购达成一致，印方
将出资近60亿美元，购买约5个团的S-400防空导弹
系统。

印度这一决定意味着美国向印推销“爱国者”导弹
系统努力的失败，令一心拉拢印度的美国处于两难境
地。此前，美国曾威胁制裁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的第
三国以及第三国公司。

但美方阻挠无果后态度迅速缓和。近日公布的美
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予总统权力，豁免因购买
俄罗斯军事装备而面临制裁的国家。分析人士指出，相
关条款像是为印度等国量身定做。美国国防部力主豁
免印度等国，是由于防长马蒂斯担心，制裁可能会将潜
在的合作伙伴推向俄罗斯。

从20世纪60年代苏联向印度提供第一批武器至
今，印度陆海空三军有70%以上的武器装备是苏联和
俄罗斯的产品或与俄的军事技术合作有关。印度对俄
罗斯军贸的依赖根深蒂固，美国一时间难以扭转。

考验整合能力考验整合能力

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
所胡欣博士认为，印度同时购买美俄武器，一是美俄武
器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需求，二是印试图从政
治上在两大国间寻求平衡。然而，胡欣说，由于缺乏自
主研发能力，生产制造和维护水平较弱，印度的武器装
备更显“万国大杂烩”特质。

目前印度缺乏整合各武器系统的能力，在实际应
用中，来自多国的武器之间极易出现不兼容和互相干
扰，影响作战效率。比如，印度海军想在正在建造的首
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上搭载更大型的美制双发战
斗机，但受制于俄罗斯舰载机弹射系统，只能沿用俄罗
斯“米格”等单发战斗机。

为给美制战斗机出口铺路，美国已经批准向印度
出售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但该系统只能用在计划中
的印度第二艘国产“维沙尔号”上，而“维沙尔号”甚至
还未获得印度国防部批准开工。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大力
发展本土军工业，减少对进口武器的依赖，包括在军购
协议中加入本土化生产和技术转让条款，要求外国军
火商与印度企业合资建厂，以及鼓励私企参与军工业
竞争等措施。

印度军购在美俄间左右逢源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7 月 30 日
致电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主席、下任总
理热门人选伊姆兰·汗，商讨地区事务。

这是伊姆兰·汗领导的正义运动党
赢得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即议会下院选
举后莫迪首次与他通电话。

【谈愿景】
正义运动党是巴基斯坦本届议会选

举最大赢家；前板球
明星伊姆兰·汗被普
遍视为“准总理”。

依照巴基斯坦宪法，国民议会选举
产生的议员将在选举举行后的三周内宣
誓就职，选出议长和总理；当选总理届时
将组建新一届政府。

鉴于正义运动党没有获得足以单独
组建政府的议会席位，需要与其他政党
商讨组建联合政府。

路透社报道，莫迪对伊姆兰·汗表示
祝贺，两人讨论了南亚地区和平等议题。

印度外交部一份声明说，莫迪“重申

他对整个（印度和巴基斯坦所属）区域和
平与发展的愿景”。

伊姆兰·汗的媒体团队说，伊姆兰·
汗在通话中告诉莫迪，消除贫困对两国
而言都至关重要。

印度与巴基斯坦是“老对头”。过去
十年间，印方政府指认巴基斯坦向恐怖
分子提供庇护，表示希望将巴基斯坦境

内一些团体纳入恐怖组织名单。
对正义运动党赢得选举，印度外交

部第一反应是，希望巴基斯坦新政府能
为在南亚地区清除恐怖主义出力。

【倡谈判】
伊姆兰·汗7月26日晚在胜选演讲中

提及，他想结束巴印领土争端，提议谈判
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如果印度愿意向我
们迈出一步，我们就愿意迈两步”。

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方面证实，伊

姆兰·汗在通话中告诉莫迪，两国之间的
纷争应经由对话解决，“战争只能催生悲
剧，而不是化解冲突”。

莫迪 2015 年 12 月短暂访问巴基斯
坦，与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
会面。那次访问在印度国内引发热议。
外界当时评论，它对两国关系回暖具有

“象征意义”。
但是，好景不长。

按路透社的说法，印巴
关系近两年持续紧张，

双方直接对话中止，部分原因是克什米
尔问题难以解决。

印巴均主张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
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两国为争夺克
什米尔地区爆发两次战争。近年来，克
什米尔形势总体缓和，但冲突时有发生，
相互指责违反停火协议。

今年5月底，印巴军方高层经由热线
联络，同意全面落实2003年停火协议，缓
和克什米尔紧张局势。 新华社特稿

莫迪与巴基斯坦“准总理”通话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 7 月 30 日说，日本
政府已基本决定撤回在北海道等地部署的
地 对 空 拦 截 导 弹“ 爱 国 者 ”3 型 导 弹
（PAC-3）部队。防卫省认为，鉴于朝鲜半岛
局势缓和，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性降低。

日本现有导弹防御体系分为两层：海
基“宙斯盾”采用标准-3型导弹，用于在大
气层外拦截来袭导弹；如果拦截失败，将由
陆基“爱国者”3型导弹在十多公里高空继
续拦截。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7月30日在
防卫省告诉媒体记者：“PAC-3部署已近一
年，需要修缮和保养。”按他的说法，防卫省
将妥善处理。

共同社以消息人士为来源报道，鉴于
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日方认为朝方发射导
弹可能性较低，加之继续部署构成一定负
担，因而决定撤回北海道等地陆上自卫队
驻地的“爱国者”3型导弹部队部署。至于
海上自卫队常态部署的“宙斯盾”舰只，警
戒态势放宽至掌握发射征兆后24小时内做
好拦截准备。不过，防卫省预计会保留在
东京新宿区市谷地区的“爱国者”3型导弹
部队。另外，应急响应不会受到影响，日方
会在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后快速部署“爱国
者”3型导弹部队。

此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日
本政府认为朝美领导人会晤后紧张局势有
所缓和，中止 9 个县原定 2018 财政年度模
拟导弹来袭的疏散演练。

不过，按消息人士说法，日本引进陆基
“宙斯盾”的计划没有改变。日本政府2017
年12月通过内阁决议，决定从美国引进两
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计划2023年左
右投入使用，声称用于应对来自朝鲜的导
弹威胁。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多次前往秋
田县和山口县，游说部署这两套陆基“宙斯
盾”系统。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发
言人7月30日说，英国政府将发布“理性的
预防举措”，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硬脱欧”，即
英国在不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离欧洲联盟。

特雷莎·梅的发言人当天被媒体记者问
及英国政府今年8月或9月发布“硬脱欧”预
防举措的计划时回答：“在不达成协议的情
况下，我们将发布理性的预防举措。”

按这名发言人的说法，英国与欧盟达
成“脱欧”协议，不仅对英国有利，同时符合
欧盟利益。一旦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欧盟
将承担后果。

英国2017年3月29日正式向欧盟递交
“脱欧”信函，成为首个寻求退出这一政治
和经济区域联盟的成员国。根据欧盟法
律，双方需要在两年内、即2019年3月29日
前完成“脱欧”谈判。

据新华社电 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
员工计划本周罢工，抗议铁塔管理方管
理低效，导致游人动辄排数小时长队，
工作人员应接不暇。

埃菲尔铁塔 7 月初开始把预售票
在门票中所占比例由20%提高至50%，
供游客提前经由互联网预约参观时
间。铁塔管理方同时决定，每种门票对
应专用电梯。

法国总工会7月30日在声明中说，
“专票专梯”的做法导致游客时不时排
起“恐怖”的长队，且时常是一边入口长
队骇人，另一边入口门可罗雀。

法新社报道，在下午刚开始或夜晚

之类持预售票参观的非高峰时段，半数
预售票专用电梯可能空闲；同时，没有
预约的游客要在散客电梯前排长队，等
候时间最多 3 小时。到了预约参观的
高峰时段，预约专用梯前则排起长龙。

来自法国总工会的德尼·瓦瓦索里
说，现有安排不仅效率低下，导致游客“浪
费时间，怨声载道，工作人员也失去耐
心”。而这一切根源不是预售票比例提
高，而是管理方不知变通，它应将电梯面
向“所有游客开放，以更好地疏导人流”。

法新社报道，埃菲尔铁塔工作人员
大约 300 人，2017 年接待游客超过 600
万人次。

7月31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名妇女涉水前行。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7月30日发布洪水预警，并要求居住在低洼地区的

居民疏散。截至目前，已有3000多人被转移到临时营地。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吉隆坡7月31日电（记者刘
彤 林昊）有关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
班客机失事的安全调查报告7月30日
指称吉隆坡空管中心存在不合规的问
题，马来西亚民航局局长爱兹哈尔丁31
日因此宣布辞职。

爱兹哈尔丁发表声明说，尽管安全
调查报告并未指出马航 370 客机失事
是由民航局造成，但还是提到吉隆坡空
管中心的运作存在不符合流程的问题。

爱兹哈尔丁在马航 370 事件发生
以来一直担任马来西亚民航局局长，他
还在声明中说，过去四年，他已尽最大
努力协助马航 370 航班客机的搜寻工
作，未找到答案就离职，他感到很难过。

马航370客机安全调查组7月30日
公布调查报告说，目前仍无法确定客机

失事原因。但这份报告在对各方面信
息进行调查分析后认为，马来西亚和越
南的空管部门存在交接疏漏，2014年3
月8日马航370客机失联当天，吉隆坡
空管中心在告知越南胡志明市空管中
心客机抵达相应空域的时间后，提前3
分钟放手，因此在两个空管部门交接之
间曾出现一段空白时间。

报告还指出，在马航370客机失联
后，没有记录表明吉隆坡空管中心及时
告知马来西亚空军相关情况，也没有记
录表明该中心持续跟进客机的位置。

2014年3月8日，从马来西亚吉隆
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 370 航班客机
失联，机上载有239人。2015年1月29
日，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该航班客机失
事，并推定机上所有人员遇难。

新德里数千人因洪水警告疏散新德里数千人因洪水警告疏散

马来西亚民航局局长辞职

埃菲尔铁塔员工要罢工

日本将撤回北海道等地导弹部队

英国将发布“硬脱欧”预防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