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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落入北约手中的三
国海军基地，像立陶宛克莱佩
达、拉脱维亚利耶帕亚和爱沙
尼亚塔林都让俄军方“望之
伤情”。往远了说，克莱佩达
和利耶帕亚曾是 1904 年日俄
战争期间增援远东的俄国第
二太平洋舰队出发地，而塔
林控扼芬兰湾南口，一直是
沙俄以及苏联波罗的海舰队
的宝地，上世纪中叶经过多
轮扩建。尽管俄海军在 1993
年 撤 离 上 述 港 口 时 进 行 过

“非军事化”处理，但码头设
施都完好无损，北约也早就
进 行 过 前 期 勘 察 和 改 造 设
想，只是现阶段为避免过分

刺激俄罗斯，尚未出台大规
模重建的计划。北约进行的
多轮试验表明，只要时机成
熟，可在轻松地利用这些军
港实施滚装船的卸装载，通
过海路迅速向俄罗斯家门口
投放重装部队。

鲜为人知的是，苏联最早
的井基核导弹基地中，就有一
个部署在波罗的海畔的立陶宛
波洛斯廷村。当时苏联核导弹
尚未达到值班水平，因此将
R-12中程导弹部署在距西欧
最近的立陶宛，驻波洛斯廷的
近卫第79火箭团用12枚射程
为2000公里的R-12导弹，就
能够覆盖北约西欧国家。该基

地密级极高，而且伪装良好，
直到1978年才被美国发现。基
地在苏联解体时废弃，现在立
陶宛将其改造成世界上第一个
冷战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四个
导弹发射井，内饰有苏联时代
的宣传画和典型的家用电器。

纵观全局，目前，北约
固然在波罗的海三国常驻兵
力极为有限，但具备通过海
陆空多种运输方式向该区域
迅速集结兵力的能力，而苏
联遗留的大量军事设施将发
挥决定性作用，这无疑是当年
建造者们完全没想到的。

（李鹏 张韶华）

施行十年渐得人心
2008年12月25日，时任俄总统德米特

里·梅德韦杰夫批准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和
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相继通过《反腐败
法》草案，并正式签署了这一联邦法律。

《反腐败法》明确了腐败的定义，确立了
预防和打击腐败的主要原则，指明国家机关
提高反腐工作效率的主要方向。这部法律
还设定了公职人员收受礼品的价格上限。

《反腐败法》生效10年后，俄罗斯联邦
总检察长尤里·柴卡2018年12月总结，俄罗
斯反腐工作取得成效。《反腐败法》2008年刚
通过时，只有39％的俄罗斯民众认为看到了
反腐成效，2018年这一数字上升至55％。

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2018年11月公布
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俄罗斯人
认为，打击腐败对维持社会公正至关重要。

上述民意变化也与俄罗斯近年来不
断加强反腐制度保障有关。2008年，俄罗
斯成立反腐败委员会，由总统直接领导。
2013年，总统反腐局设立，旨在确保总统
反腐政策的落实、监督反腐法律法规的执
行、保障国家各反腐机关之间协调运作，
为总统提供专业建议等。

2018 年，反腐制度保障“更上一层
楼”。2018年伊始，俄罗斯开始编制腐败
官员名册。编制腐败官员名册相关法案
由普京2017年年底签署，从2018年1月1
日起生效。

根据法令，俄罗斯在国家公务员人事
工作中引进国家信息系统，收录因腐败被
解职的官员信息，可供公开查阅。

俄罗斯国家反腐委员会主席基里
尔·卡巴诺夫认为，有必要编制腐败官员
名册，因为俄罗斯“有大量因失信，即腐败
违法被解职的官员”。

2018 年 6 月 29 日，普京批准 2018 年
至2020年国家反腐败计划，相关文件中附
有对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最高法院、审
计署、中央银行和中央选举委员会确保落
实反腐败计划的建议。

拍蝇打虎任重道远
只是，俄罗斯各领域面临的反腐形势

依然严峻。
俄总检察长尤里·柴卡2018年12月12

日通报一行政系统“老虎”：俄联邦交通运
输监督局一名官员遭解职，原因是他的妻
子曾购买66辆汽车，这种行为与夫妇俩的
收入不符。

柴卡没有透露那名未如实申报收入
官员的职位和姓名。

腐败行为绝不仅限于大贪官，总检察长
办公室2018年11月证实，伏尔加格勒州一
名监狱管理人员将因受贿接受法庭审理。
这名嫌疑人在2017年4月至7月间收受一
名囚犯累计5万卢布（约合749美元）好处，
屡次将违禁物品带入监狱、交予行贿者。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主席亚历山
大·巴斯特雷金 2018 年 12 月初在俄罗斯
国立司法大学发言时总结，过去7年与腐
败相关的犯罪活动导致俄罗斯损失1230
亿卢布（约合18亿美元）。

自2011年，联邦侦查委员会总计调查
7.1万桩腐败案，其中包括453桩有组织犯
罪案。总计7.8万人涉嫌16.6万项腐败罪
行，其中5.5万项罪行涉及执法机构，2.7万
项罪行涉及科教领域，1.9万项罪行涉及安
保和医疗，1.1万项罪行涉及金融活动。

联邦侦查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3500桩
案件与滥用职权相关，3000桩案件涉及欺
诈，另有将近2500桩案件与商业腐败有关。

俄罗斯劳动部公务发展司统计，2016
年 478 名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因违背
公众信任遭解职，这一人数 2017 年增至
769名。截至2018年12月7日，2018年总
计705人因失信去职。

被举报的腐败案件由 2016 年的 3.65
万桩增至2017年的4.05万桩。因腐败而
遭受处分的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由2016
年的2.16万人增至2017年的2.41万人。

着力打击司法“蛀虫”
在打击腐败方面，俄罗斯司法系统付

出诸多努力，也曝光不少害群之马。梳理俄
罗斯法律与司法新闻社的报道，2018年下半
年，俄罗斯着力打击司法领域“蛀虫”。

联邦侦查委员会2018年12月7日发
布消息，对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法官
埃尔米拉·齐甘什娜的索贿嫌疑启动刑事
调查。

齐甘什娜据信 2017 年 8 月借助中间
人向一桩民事案件的原告索要45万卢布
（约合6740美元）好处费，许诺将作出有利
于原告的判决。2017年9月，齐甘什娜和
另外3名嫌疑人被捕，同伙随后认罪。

罗斯托夫州地方法院2018年12月判处
前任地区仲裁法官斯韦特拉娜·马尔季诺娃
7年监禁、罚款50万卢布（约合7489美元）。

检察机构调查发现，2011 年至 2012
年，马尔季诺娃累计从两名企业家处收受
4000 万卢布（约合 60 万美元）好处，私下
许诺协助对方获得一片土地的所有权。
这一行为本身存在利益冲突嫌疑。

因她没有按“交易方案”行事，而是将
那片土地归为自己亲戚名下，行贿方提起
诉讼，马尔季诺娃的行为随即被曝光。

马尔季诺娃多次拒绝检察机构问询
要求，也无视法庭传票，随即遭到通缉。

斯塔夫罗波尔一家法庭2018年11月
初判处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奇卡拉
前法官马哈奇·阿利耶夫 3 年监禁，理由
是他企图向一名原告的母亲勒索50万卢
布。法庭另外判处他缴纳罚款 200 万卢
布（约合3万美元），禁止出任公职5年。

马哈奇卡拉一家地方法院 2015 年 2
月考虑是否审理某个当地居民涉嫌非法
持有毒品的案件，阿利耶夫借助中间人向
嫌疑人母亲暗示，如果行贿50万卢布，即
可让其儿子免受牢狱之灾。

为促成贿赂，阿利耶夫利用职权将嫌
疑人列为通缉犯、签发逮捕令，并且屡次
故意拖延开庭时间。阿利耶夫随后将贿
金额度降至40万卢布（约合5992美元），
但最终在收钱时被逮捕。

完善制度拓展范围
俄罗斯劳动部公务发展司司长德米

特里·巴萨克2018年12月说，政府在当年
11月底向国家杜马提交了有关拓展反腐
规定适用范围的法案。

目前针对联邦公职人员的反腐标准
适用范围可能扩展至医生、教师和其他地
方国家机关及地方自治机关下辖单位人
员，规定所涉人员将不得收受除鲜花和办
公用品之外的任何礼品。

法案拟禁止这些单位和机构的所有
员工“收受因履行岗位义务而获赠的礼
品，由财政拨款的单位也包括在内。也就
是说，新规定将涉及医生和教师”。

俄罗斯现行法律涉及教师和医生的
条款规定，不得向文化、教育和卫生系统
的工作人员赠送价值超过3000卢布（约合
45美元）的礼品。

巴萨克说，如果这部法案获议会通
过，今后就不能向这些人赠送除鲜花和办
公印刷品之外的任何礼品。俄罗斯流行
的患者向医生送白兰地的做法也将有违
反反腐规定的嫌疑。

他说，违者将被追究纪律责任，“批评、
警告还是解雇，由用人单位自行决定”。

法案还要求相关机构拟定腐败高危
职位清单。一般来说，清单中包括领导、
会计以及其他涉及资金经营权的职位。

（陆致远）

苏联“军事遗产”正威胁俄罗斯
2018年，北约与俄罗斯军事对峙焦点从黑海转移到波罗的海方向，

来自美国和西欧国家的飞机、坦克、战舰频频出入波罗的海三国的军事设
施。令俄罗斯难受的是，这些设施全是当年苏联修建的，旨在保卫西部国
境线，可如今却成了“顶在胸口的刺刀”。

2004年3月，立陶宛、拉脱
维亚、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三
国同时加入北约，北约以“保
护盟国”为由发起“波罗的海
空中警戒”活动，由实力强劲
的美英法德等国轮流派遣战
机进驻三国基地。最先使用
的是立陶宛斯莱利尔空军基
地，它早年是苏联国土防空军
在西北方向的大本营，有两条
长度分别为 3500 米和 3280 米
的水泥跑道，20 世纪 80 年代，
装备图-126和A-50预警机的
苏军独立第76中队部署在此，
重点监控北约在波罗的海的
空中行动，掩护莫斯科、列宁
格勒（今圣彼得堡）、明斯克等

大城市，现在基地的用途没
变，可敌我双方却掉了个。

2016 年 4 月，美国空军两
架 F-22 隐形机首次降落斯莱
利尔，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
特亲自迎接，她还询问美国飞
行员对这里的设施是否满意，
得 到 的 答 复 是“ 简 直 太 棒
了”。耐人寻味的是，美机使
用的机库、维修场坪乃至跑道
全都是苏联时代遗留的，如今

“换了主人”的斯莱利尔让俄
罗斯寝食难安，要知道，F-22
从这里起飞，一打开加力，不
消一个小时就能闯到莫斯科
上空。

不仅是斯莱利尔，利用克

里米亚危机的“溢出效应”，
2014 年 5 月起，美欧多国空军
又获得爱沙尼亚阿姆尔基地
的使用权，那里曾是苏联海军
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第170团
的场站，该团的苏-24 前线轰
炸机可粉碎任何敢从海上进
犯列宁格勒的北约敌军。然
而往事如烟，现实是北约军机
成了阿姆尔的主人，它们盘旋
在距圣彼得堡不到300公里的
空域上，进行颇具危险性的空
战格斗训练。2015 年 9 月以
来，美军F-22机群多次造访阿
姆尔，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在邻
近 的 卡 累 利 阿 半 岛 部 署
苏-35S歼击机，以防不测。

冷战期间，为监视北约核
潜艇从北海或挪威沿海发射
潜地导弹，1969 年，苏联在拉
脱维亚斯克伦达镇部署第一
套“德涅斯特-M”远程预警雷
达，作用距离可达 3000 公里。
后来，苏联又在此追加部署

“ 第 聂 伯 ”和 “ 达 里 亚
尔-UM”相控阵预警雷达，
能够发现4000-6000公里外的
弹道导弹，将警戒范围扩展
到北大西洋，成为全苏国家
防御网的“西北壁垒”。苏联
解体后，俄罗斯曾以每年500
万美元的代价向拉脱维亚租
用斯克伦达雷达站，可 1998

年租约到期后，拉脱维亚受
美 国 的 影 响 ， 拒 绝 俄 方 续
租，为了让俄罗斯死心，拉
政府请美国人把雷达和附属
设施炸毁。

尽管斯克伦达失去雷达
预警功能，但尚有大批废弃建
筑群。2016年，针对与俄罗斯
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拉国
防部改造斯克伦达镇内状态较
好的70处建筑，变成城市战训
练基地，有全套俄式风格兵
营、仓库、学校乃至医院。北
约士兵在此真实体验如何在俄
式城镇里巷战。

这还不算，2018 年 10 月

23 日，来自美国、德国、英
国、西班牙和波兰的 17 辆坦
克开进拉脱维亚阿达日演习
场，向东方的靶标发射穿甲
弹，现场火光冲天，而演习
场距离俄罗斯边界仅有一小
时的车程，这场表演的威慑
意味不言而喻。更让俄罗斯
五味杂陈的是，阿达日是原
苏联红旗波罗的海军区陆军
诸兵种联合训练基地，它只
是冷战期间苏军在拉脱维亚
境内修筑的600多处军事设施
的其中一个，这也预示着北
约今后能“坐享其成”的地
方多了去。

反腐败法施行十年

俄罗斯肃贪承前启后

到莫斯科才一小时到莫斯科才一小时

““西北壁垒西北壁垒””变靶场变靶场

海军基地暂时“雪藏”

俄罗斯2018年12月25日迎来反腐败法施行10周年的日子。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更多俄罗斯人看到了肃贪成效。

以这部法律施行10年为契机，俄罗斯2018年在反腐领域“承前启后”：年初，俄政

府开始编制腐败官员名册；年底，一份法案提交至议会审议，寻求将反腐标准适用范

围扩展至医生、教师。

北约战机进驻爱沙尼亚阿姆尔基地北约战机进驻爱沙尼亚阿姆尔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