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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防部6日说，美军太平
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表示，
美国海军最新型的“朱姆沃尔特”
级驱逐舰可能部署到韩国近海，以
威慑朝鲜。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均当天
在一场吹风会上说，哈里斯上个月
在夏威夷会见韩国国会议员代表团
时提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首
舰“朱姆沃尔特”号可以在济州岛
或镇海海军基地附近海域执勤。

镇海基地是韩美海军共用的
基地，位于首尔以南410公里处的
庆尚南道昌原市镇海区，美国海军
核动力潜艇、核动力航空母舰常在
此停泊。

文尚均说，美国军方尚未就部
署“朱姆沃尔特”号向韩方正式提
议，“如果美方正式提议，我们将
认真考虑”，以应对朝鲜核和导弹
威胁。

“朱姆沃尔特”号的两艘姊妹
舰“迈克尔·蒙苏尔”号和“林登·约
翰逊”号目前在建。按美军规划，
这3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今后
将全部部署到亚太地区，母港可能
是美国驻日本佐世保海军基地。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美最先进战舰为何开赴亚太？
新闻纵深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是美国迄今科技含量最高、造价最昂贵的战舰。
分析人士认为，将此“大杀器”部署在东北亚，显示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密切关注。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于去年
10月开始服役，母港设在太平洋沿岸
城市圣迭戈。全舰仅有140多名舰
员，人数不到同级别传统战舰一半。

按照设计方案，“朱姆沃尔特”级
战舰的舰载武器主要包括2座先进
火炮系统、20座Mk－57垂直发射系
统和2座Mk－110式57毫米舰炮。

有评论认为，“朱姆沃尔特”号驱
逐舰是美国海军新一代主力水面舰
艇，其侦测导航、武器系统和指管通情
等均是全新研发的尖端科技结晶，展
现了美国海军高超的科技实力。

如此先进的战舰，价格也令人咋
舌。堪称“梦幻战舰”的“朱姆沃尔特”
号驱逐舰的建造共耗资44亿美元，其
隐形舰炮配备的高速炮弹每枚造价
80万美元，与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相差无几。

烧钱“大杀器”
建造共耗资44亿美元

高速炮弹每枚造价80万美元
对于美方部署“朱姆沃尔特”号

驱逐舰的提议，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
尚均说，目前美国尚未正式提出这一
部署请求，“美国提出请求后，我们将
考虑这个问题”。

据《韩国日报》报道，韩国政府正
在评估美方的建议。该报援引一名

韩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韩国没有理由
反对部署技术先进的“朱姆沃尔特”
号驱逐舰，无论是长期驻扎还是以轮
岗方式驻扎。

就在数天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
斯才对韩国进行访问，指出“韩美应
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朝鲜威胁”。分

析人士认为，安排马蒂斯访问韩国，
表明特朗普政府对美韩同盟的重视，
也突出了美国当局进一步夯实韩国
在美国战略中地位的意愿。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
刁大明认为，从目前情形看，韩国
应该不会拒绝美方部署“朱姆沃尔

特”号驱逐舰的提议，毕竟在韩国
看来，这有助于进一步应对来自朝
鲜的潜在威胁。“今年4月韩国将迎
来总统大选，新总统上台后可能会
优先考虑其他事务，但从长远来
看，韩国乐见美国在东北亚部署先
进军备”。

韩国难拒绝
从长远来看，韩国乐见美国在东北亚部署先进军备

报告强调，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全
球性经济大国，美国新政府在制定对

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美中经济深度
交织的现实，两国均“无法从对方的

经济困境中获益”。
发布这份报告的美中政策特别

小组由20名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
组成，包括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
贝尔、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等。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美新政府必须考虑到美中经济深度交织的现实

据新华社罗马2月8日电（记者王星桥）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7日在

“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发言时提出“中国
方案”，倡议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成立对成员
国进行器官移植监管的特别委员会。

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

黄洁夫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器官捐献与
移植工作，2007年中国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
例》，2011年把器官买卖和非自愿摘取器官纳
入刑法调整范围，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
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来源器官，公民自愿捐献
成为唯一合法来源；中国还制定了系列配套政
策，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推动器
官捐献与移植依法规范开展。

他表示，中国遵循国际公认的伦理学原则，
结合国情推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现器官
公正分配和可溯源管理，充分保障捐献者和接
受者的权利，走出了一条体现国际惯例、符合中
国实际的器官捐献与移植道路，向全世界提供
了中国模式。

对器官移植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黄洁夫在谈及中国的监管模式时指出，过
去每年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尝试“器官移植
旅游”，2009年中国禁止这类旅游后，情况发生
了变化。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对器官移植医院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事先不通知的飞行检查，对
器官移植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配合执法机
关打击非法器官移植。

据黄洁夫介绍，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共
破获器官移植“黑中介”32个，捣毁14个非法
器官移植窝点，立案调查18所医疗机构，抓获
犯罪嫌疑人174人，吊销了50名涉案医务人员
职业证书并判处有期徒刑。

黄洁夫强调，中国对于禁止器官贩卖和器
官移植旅游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坚信解决相关
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法和执法。他表示，此次峰会
的内容将成为中国立法和执法的重要参照。

反对器官贩卖

“中国方案”
亮相全球峰会

据新华社华盛顿２月７日电（记者徐剑
梅 刘阳）2月7日，美国参议院对总统特朗普提
名的教育部长贝齐·德沃斯进行表决，结果竟出
现50票赞成、50票反对的平局。依据美国宪
法，兼任参议长的副总统在参议院表决结果出
现平局时有权投票。于是，副总统迈克·彭斯来
到参议院，投下决定票，力挺德沃斯，也让她成
为美国历史上首次由副总统“一票定音”才通过
参议院提名关的内阁部长。

围绕德沃斯的任命所引发的两党对峙“僵
局”，映射出两党极化和党争的加剧。观察家
认为，德沃斯任命所引发的巨大争议，不仅与
两党争斗有关，也与美国不同阶层民众的不同
教育诉求有关。随着特朗普上台，这种分裂情
绪在升温。

特朗普提名教育部长
惊险过关

据新华社首尔2月8日电 （记者姚琪琳
王家辉）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8日决定，将该党
名称改为“自由韩国党”。

新国家党前身为1990年成立的民主自由
党，1995年更名为新韩国党，1997年与民主党
合并后改称大国家党，2012年改为新国家党。

有分析认为，新国家党时隔5年后再次改
名，旨在应对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而引
发的党内危机，借此重塑形象，挽回国民信任，
为可能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做准备。

韩执政党将更名为
自由韩国党
旨在应对“亲信干政”事件引发的党内危机

2015年12月7日，美国海军“朱姆沃尔特”号导弹驱逐舰在大西洋上试航（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美国海军“朱姆沃尔特”号导弹驱逐舰

排水量接近1.5万吨
隐身性能优异

对地打击火力超强
被赞为“革命性”“未来”战舰

“朱姆沃尔特”号编号为DDG-1000
长约180米

造价高达44亿美元
是美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驱逐舰

也是3艘同名级驱逐舰的首舰

虽然仅仅服役一个月，“朱姆沃
尔特”号驱逐舰便因一体化动力装置
的换热器出问题而在穿越巴拿马运
河时抛锚，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朱姆
沃尔特”号驱逐舰是美国海军最具科
技含量的战舰。美国有意将其部署
在韩国近海，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高
调介入半岛议题。

有韩国官员认为美方提出部署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的提议出人
意料，但分析特朗普及其政府主要成
员就任后的种种言论和做法，可以看
出，美国试图在东北亚地区部署类似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这样先进的
军备并非无章可循。

刁大明说：“虽然奥巴马时代的
‘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等词汇未
来将鲜被提及，但美国谋求在亚太地

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冷战思维恐将进
一步强化。虽然现阶段特朗普要把
更多精力放在国内事务上，但他依然
会努力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
权和领导力。”

可以预料，一旦“朱姆沃尔特”号
驱逐舰这样的“大杀器”部署在东北
亚，势必会让该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
区已然非常紧张的安全局势进一步

复杂化。
“届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

投射将会进一步强化，而特朗普也增
加了在亚太地区向中国等国要价的
砝码，这显然无助于亚太各国摆脱目
前面临的安全困境，甚至这些程度不
一的困境还将加剧。”刁大明说。

记者刘莉莉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亚太新威胁
部署最先进战舰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高调介入半岛议题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关系应如何发展？美国最了解中国事务的一批政策和学术精英7日在一份
联合报告中建议，美国新一届政府不应改变此前历届政府坚守的对华基本战略，但在个别问题上应升级对华压力。报告警告新一
届美国政府，不应背弃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过去几十年内奉行的对华“接触”基本战略。这意味着美国“知华派”依然希望延续两
国“竞合关系”大局。

“知华派”建言

美新政府勿改变对华基本战略

面对走到“十字路口”的中美关
系，特别小组在这份报告中强调，特
朗普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应意识
到，对华“接触”的基本战略符合美国
利益。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每
一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

和党，都奉行这一基本战略，即合作
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并鼓励中国融入
国际社会。

近年来，美国政策和学术界对以
“接触”为主要特点的对华基本战略
讨论和反思日渐增多，有观点认为美

国应变“接触”为“接触加遏制”，甚至
直接转向“遏制”。特朗普就任总统
后，不少观察人士担心，美国背弃此
前对华基本战略的风险上升。

这种担心的原因，除特朗普曾公
开批评中国“偷走”美国人的工作岗

位，并威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外，还
在于他对经济贸易事务主管官员的人
事任命——提名颇具“重商主义”色彩
的威尔伯·罗斯出任商务部长；提名著
有《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致命中国》
两书的彼得·纳瓦罗出任白宫国家贸
易委员会主任；提名颇具贸易战经验
的罗伯特·莱特希泽出任贸易代表。

对华“接触”的基本战略符合美国利益

面对这一担心，报告强调：“一个
崛起大国未必一定成为守成大国的
敌人。”“接触”政策基本战略仍应坚
持，因为这符合美国利益，有利于维
持亚太的和平与稳定。

不过，在强调中美合作大局的同
时，报告也建议美国新政府在个别问

题、特别是关于双边贸易和投资政策
的互惠性和对等性问题上，采取更加
强硬的态度。

这一建议的背景是，美国对华研
究界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中两国商业关系的不平衡性加剧，
且对美国日趋不利，尤其在中国对美

国投资大幅增加的同时，美国对华投
资近年来遭遇种种政策阻力。

对此，特别小组在这份报告中建
议特朗普政府“双管齐下”来解决这
一问题：首先，强化对不公平贸易和
投资行为的制裁；其次，利用全新的
贸易和投资协议来解决不对等问题，

包括美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全球服
务贸易谈判等。

由此可见，美国“知华派”精英在
处理美中两国经贸关系问题上，依然
希望延续两国“竞争加合作”的大
局。报告坦言，相比以往，“当前美中
关系更加相互依赖，争议也更多”，两
国在处理争取自身利益的“竞争性”
议题时，不应破坏“合作性”大局。

“一个崛起大国未必一定成为守成大国的敌人”

根据美方统计
因进出口额双双下降
去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

约为3470亿美元

较2015年下降

5.5％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受全球需求疲软和美元升值影响
2016年全年美国贸易逆差
小幅上升至

5023亿美元

为2012年来最大年度贸易逆差额

数据显示
去年全美贸易逆差较2015年

增加19亿美元

出口总额约为22094亿美元

较2015年下降2.3％
进口总额为27117亿美元

同比下降1.8％

去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
较2015年下降5.5％

据新华社电 制图/张昕

梦幻战舰

韩国宪法法院7日宣布，将于22日再次就
总统朴槿惠弹劾案进行庭审。外界普遍认为，
按法院目前审理进展推算，这起案件很难在本
月结束审理。由此，朴槿惠弹劾案最早将在今
年3月宣判。 新华社发

朴槿惠弹劾案
最早下月宣判

1月1日，朴槿惠（中）出席记者座谈会。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表示

美可能在韩部署
按美军规划，3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今后将全部部署到亚太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