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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罗马尼亚德韦塞卢5月
12日电（记者林惠芬 陈进）美国在
罗马尼亚南部德韦塞卢空军基地
部署的反导系统12日宣布正式启
动，并随时准备与北约在欧洲的
反导系统接轨。

罗马尼亚总理乔洛什在启动仪
式上说，反导系统对罗马尼亚、美国
以及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具有重大意
义。这个系统完全是安全防御性
的，不针对某个具体国家。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说，

目前，北约切实面临来自欧洲－大
西洋地区以外的弹道导弹的威胁。
许多国家，包括北约的邻国都试图
发展或拥有弹道导弹。为此，导弹
防御对北约的共同安全至关重要。
他强调，这个系统丝毫不会损害或

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核遏制能力。
俄罗斯外交部 11 日曾表示，

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反导系统就
是针对俄罗斯的，为此俄将被迫采
取反制措施。

2010 年，罗马尼亚宣布加入

美国欧洲反导系统。根据双边协
议，在罗马尼亚南部的德韦塞卢空
军基地将部署陆基SM－3导弹拦
截装置和雷达设施。德韦塞卢反
导基地于2013年开工建设，并于
2015年12月建成。

美在罗部署的反导系统正式启动
并随时准备与北约在欧洲的反导系统接轨

美国设在罗马尼亚南部的反
导系统12日正式投入运行。按美
方说法，该系统旨在应对来自伊朗
的威胁，俄罗斯多名官员则以激烈
措辞予以驳斥。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
斯科夫当天告诉媒体记者：“我们的
专家认为，（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
反导系统真真切切对俄罗斯构成直
接威胁。”他说，随着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正式执行，伊朗外交局面已“大
有改观”，与西方国家关系有转暖态
势。言下之意，美国以防伊朗为借
口启动反导系统，说不过去。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
国防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科莫
耶多夫则更为直接地说，美方正向
作战最前线移动，“这已经不是百
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两百、三百、一
千地针对我们”。这名俄罗斯前黑
海舰队司令认定，美方目标不在伊
朗，“而是针对俄罗斯的核能力”。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
克在反导系统投入运行后说，部署这
套系统“从来就跟俄罗斯不沾边”。

按他的说法，反导系统针对来
自中东地区的弹道导弹，“只要伊
朗继续研发和部署弹道导弹，美国
就会与盟友一道防护北约”。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
格则从“地理和物理”角度辩称这
套反导系统压根拦截不了俄罗斯
的洲际弹道导弹。

刘红霞（新华社专特稿）

俄高官：

美方正向
作战最前线移动

这是5月12日在罗马尼亚南部德韦塞卢空军基地拍摄的美国部署的反导系统的核心建筑。 新华社记者 林惠芬 摄

布防“对峙线”北约与俄博弈加剧
稳步推进欧洲反导系统部署、筹划在东欧轮驻多国部队、组

织大规模军事演习。北约近日在东欧地区动作不断，咄咄逼
人。与之争锋相对的是，俄罗斯宣布将在今年年底前新建3个
师应对北约东扩，以及研制能够突破北约反导系统的新型导弹。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2
日宣布，作为北约反导系统的一部
分，设在罗马尼亚南部德韦塞卢的
反导系统正式运行。北约反导系统
始建于2010年，以美国原有的欧洲
反导计划为基础，分别在土耳其和
西班牙部署了雷达和4艘“宙斯盾”
驱逐舰。按照进度，位于波兰北部
的反导基地13日将破土动工，待
2018年竣工后，北约反导系统将完
成最后一块拼图。

耐人寻味的是，北约反导系统

近年来一直在媒体聚光灯之外悄声
推进，其中一大原因是北约对部署
用意无法自圆其说。北约一度把防
范目标指向伊朗，但随着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达成，这一说法不攻自
破，反而印证和加大了俄方的猜忌。

部署反导系统只是北约构筑东
部屏障的一个动作。乌克兰危机爆
发之后，北约再次把重点放到集体
防御上，东部一线成为其战略布局

和军事部署的重点，包括扩充北约
快速反应部队，设置地区指挥控制
中心等。

翻开欧洲东部地图，从北到南，
北约正在构建和加固一条与俄罗斯
的“对峙线”。

最北部的瑞典和芬兰近日再度
出现加入北约的声音。有媒体人士比
喻，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北约的
拳头相当于抵在了俄罗斯的鼻梁上，

并将对俄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形成
包围。

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中欧国家波
兰，北约正在考虑轮换部署一支大约
4000人的多国部队。北约下月还将
在波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南
部，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和
罗马尼亚可能加强北约在黑海的军
事存在。

今年7月，北约将在华沙举行
峰会，重点就布防欧洲东部做出战
略部署和军事调整。

北约巩固欧洲东部防御

对于北约在欧洲东部的动作，
俄罗斯方面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并
做出强烈回应。俄罗斯担心，北约
正试图加强对俄方的围堵，进一步
压制其战略空间和影响力。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年初接受
采访时明确表示，北约东扩和在欧
洲部署反导系统是俄与西方关系受
损的主要原因。

一些军事专家分析，北约当前
的反导计划暂时尚不足以对俄罗斯
构成实质威胁，但俄方担心，这一反
导系统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并且带来
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俄罗斯外交
部高官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11日
还称，北约反导系统可能具备发射远

程巡航导弹的能力。因此，俄罗斯在
这一问题态度强硬，并于2013年中
止与北约关于反导问题的对话。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
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谢列布连尼
科夫上月表示，俄罗斯正在研制能
够突破北约反导系统的新型导弹，

让“北约反导系统无法抵挡”。
此外，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还于本月初宣布，俄罗斯今年年底
前将新建3个师，以对抗北约“紧挨
俄罗斯边界”不断增强的兵力部署。

针对瑞典可能加入北约的风
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接受
瑞典媒体采访时警告，如果瑞典加
入北约，俄将不加犹豫地“反制”。

俄研制新导弹欲破北约反导系统

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使得欧
洲东部成为其与俄罗斯的博弈场。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双方博弈逐步
加码，导致局势越发紧张。

今年年初，俄罗斯总理梅德韦
杰夫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声
称，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已滑向“新
冷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
场博弈可能蕴藏和引发的危险。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张军社认为，多年来北约东扩步伐

一直没有停止，前沿扩大到俄罗斯
边境，受到很大战略压制的俄罗斯
自然会采取一些应对措施。

张军社说，北约、美国一方面希
望与俄罗斯合作，解决叙利亚、乌克
兰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却遏止俄罗
斯，触及其根本利益。他认为，作为
冷战时期苏美对抗的产物，北约该
放弃冷战思维了。

虽然博弈趋于升级，但“新冷
战”仍尚显遥远。无论是欧美国
家，还是俄罗斯，受制于内政、经
济、外交等多重因素，都需要保留
与对方对话与合作的空间。就北
约而言，其军事部署很大程度上意
在安抚东部成员国，北约内部对于
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关系也有不同
的思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
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乌克兰危机
确实给北约创造了机会，北约现在
加强在中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因
为这些成员国对俄罗斯抱有戒心，
但未必符合法德等国的长期利
益。当前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法德
可能暂时希望借此保持对俄罗斯
的军事压力，但北约今后战略如何
调整仍待观察。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双方博弈加码滑向“新冷战”

新华社斯特拉斯堡5月12日电（记者卢
苏燕）欧洲议会全体会议12日通过一项非立法
性决议，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决议表示，欧盟一些企业和工会组织担心
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将有更多中国
商品进入欧盟市场，从而威胁欧盟企业生存、影
响欧盟就业。

决议强调，在中国满足欧盟关于市场经济
地位的五大标准前，中国对欧出口仍应按照“非
标准”方式对待，即在对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和
反补贴调查过程中，仍应评估中国商品的成本
和价格是否是市场价格。

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
条的规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倾销幅度
的确定可以不以中国实际成本数据为依据，而
选择一个市场经济第三国或进口国的同类相似
商品价格，即“替代国”做法。该条款的适用期
限是15年，将在2016年12月11日失效。

关于是否在该条款到期后承认中国市场经
济地位，欧洲议会内部一直存有争议。欧洲议
会在今年初发布的分析报告中，曾讨论过多种
可能性，其中包括不管是否结束“替代国”做法，
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不过，欧洲议会在当天通过的决议中也强
调，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之间的日
贸易额超过10亿欧元。而且，中国市场是欧盟
众多企业和品牌获得利润的重要来源。

欧洲议会还强调，欧盟不能违反世贸组织相
关法规。为此，欧洲议会要求欧盟委员会和其他
主要贸易伙伴协商，就如何解读世贸组织针对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拿出一个联合方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此前表示，希望欧
盟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切实履行对
中国入世的有关承诺，不要继续对中国采取不
公平、不公正的做法。

欧洲议会反对承认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美国苹果公司13日说，已向中国便捷召车
服务滴滴出行投资10亿美元。苹果首席执行
官蒂姆·库克说，此举旨在帮助苹果更好地了解
中国市场。这项投资恰逢苹果试图提振在中国
市场的销售业绩。苹果上月公布的最新财报显
示，苹果营收、利润13年来首次同比减少，苹果
手机销量首次出现下滑。其中，大中华区营收
跌幅最大，达26％。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
道，库克定于本月前往中国。

苹果投资滴滴出行，是滴滴出行迄今获得
的最大单笔投资。库克认为，苹果与滴滴出行
将来有望整合。滴滴出行是美国打车软件优步
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库克说，苹果投资滴滴出行出于一系列战
略考量，“包括获得更多了解中国市场某些环节
的机会……当然，我们也相信这项投资随着时
间推移将带来不菲收益”。

市场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苹果是否将进
军汽车市场。苹果过去一年间已聘请数十名汽
车专家。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苹果
正在研究制造无人驾驶汽车。

库克说，苹果与汽车相关的业务现阶段仍
局限于车载系统CarPlay。这一系统可连接智
能手机和信息娱乐系统。

尽管苹果在中国的销售业绩出现下滑，但
库克说，他对中国市场仍有信心。

他说，苹果投资滴滴出行“反映我们对他们
不断发展的业务感到兴奋……长期对中国经济
信心不变”。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苹果10亿美元
投资滴滴出行

5月12日，在英国伦敦，英国首相卡梅伦
在国际反腐败峰会上发表讲话。

正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反腐败峰会12
日通过并发布了《国际反腐败峰会公报》和《全
球反腐败宣言》，宣布各国将加强国际合作，追
踪和查处腐败分子。在曝光腐败方面，公报提
出，各国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运作的透明度，阻止
滥用公司和其它机构隐藏腐败所得，采取措施
消除上述机构可能被腐败分子利用的漏洞，加
强各国政府和执法部门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阻
止非法资金的流动等。 新华社/路透

国际反腐峰会通过反腐宣言

加强跨国合作
查处腐败分子

在乌克兰危机重创美欧与俄罗斯关系的大背景下，北约
和俄罗斯在欧洲东部的博弈出现不断加码态势，隐现一条贯
穿南北的“对峙线”。而要降低和消弭地区紧张局势，还需各
方摒除冷战和对抗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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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在罗马尼亚南部德韦塞卢空军基地，罗马尼亚外长科
默内斯库（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中）和美国负责国防事务的
副国务卿沃克出席反导系统启动仪式。

罗马尼亚于2010年宣布加入美国的欧洲反导系统。根据双边协
议，罗马尼亚南部的德韦塞卢空军基地将部署陆基SM－3拦截弹和
雷达设施，以保护欧洲和美国免遭来自中东地区的弹道导弹袭击。

德韦塞卢基地的反导系统于2013年开工建设，2015年底宣布建
成。正式运行前，美方一直在对该系统进行技术测试。

新华社记者 林惠芬 摄

据新华社华沙5月13日电（记
者石中玉）美国部署在波兰北部城
市伦济科沃的陆基“宙斯盾”反导系
统的基础建设13日举行开工仪式，
波兰总统杜达、国防部长马切雷维
奇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克出席。

这是美国在东欧地区部署的第
二处反导系统，预计将于2018年完
工，美方称该系统用于抵御来自中
东地区和伊朗的威胁。据悉，按照
美国和波兰2011年签订的协议，美
国将在这一废弃空军基地部署24
枚SM－3型拦截导弹。

美在波兰部署的
反导系统开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