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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欧印展现
军事新动向

美国 军费“开源”

本月2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
院通过2018财年预算，按照总统
特朗普的要求，将国防预算大幅
提高，为美国军队未来数年内的
发展打下基础。

在总额约 1.3 万亿的预算
中，国防预算近7000亿美元，占
比超过50％，其中包括服役人员
工资增长费用、加大武器购买研
发费用等。

特朗普在签署预算案生效时
对国防预算增加表示满意，称预
算案“包括许多我们想要的东西，
所有（预算）都是前所未有的”。

除预算外，沙特王储萨勒曼
3月访美继续推动沙美军售，预
计将继续为美国军工产业带来巨
大利润。特朗普在会见萨勒曼时
称赞沙特是美国货的“大买主”，
鼓励沙特购买更多美国武器，并
承诺将加快军售批准速度。

会见后，美国国务院迅速批
准了三批军售，价值11亿美元。
据报道，美国已经答应向沙特出
售“萨德”导弹系
统，使其成为全球
第二个有资格购
买“萨德”导弹的
国家。

近期，世界一些
大国军事动作频频，
展现出国际军事领
域新动向。一个月
来，美国国会通过
2018财年预算，大
幅提高国防开支；日
本继续“小动作”，强
化自卫队能力；英美
与其他欧洲国家在
军事领域都现矛盾；
而印度与法国签署
协议，力求军购“多
元化”……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27日电（记者
王晨笛）俄罗斯国防部网站27日发布公
告说，一场由俄战略火箭军部队3000名
官兵参加的军事演习已在位于中部地区
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拉开帷幕。

公告说，演习涉及300部作战装备，
主要课目包括最高级战备状态演练、反
高精度武器打击和完成在强电磁干扰与
紧急部署状态下的作战任务等。演习首
次动用了一批工程、防御和核生化防护
等现代化特种装备，还动用了米格－31
全天候战斗机和安－30侦察机。

俄罗斯举行战略
火箭军部队演习

据新华社萨格勒布3月27日电
（记者高磊）克罗地亚国防委员会27
日晚决定，向以色列采购12架二手
F－16战斗机，以提升其空军实力。

克罗地亚空军现役主力战机为南
斯拉夫时期遗留的米格－21，因机型老
旧和故障频发等问题亟需升级。去年，
克罗地亚收到了来自美国、希腊、以色
列和瑞典方面的投标，除瑞典的JAS－
39“鹰狮”战机为全新外，其余三家的方
案均为二手F－16战机系列。

最终，以色列凭借先进的改装升
级技术和约4.2亿美元的报价获得克
罗地亚国防委员会的青睐。据报道，
以色列提供的二手F－16战机将由专
业公司升级，并能搭载“巨蟒”空空导
弹等以色列研发的尖端武器系统。

克罗地亚将向以色列采购
12架二手F－16战机

东古塔最大撤离“钉子户”提条件

“两条路”

叙利亚官方通讯社27日报道，
大约 100 辆大客车当天搭载超过
6700人撤离，包括1620名武装人员。

位于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
观察”组织说，这是22日反对派武
装及其家属开始撤离东古塔地区以
来，撤离人数最多的一天。撤离人
员离开朱巴尔等4个由反对派武装

“拉赫曼军团”控制的区域，前往主
要由反对派武装控制的叙西北部伊
德利卜省。

东古塔位于大马士革以东，人口
据信为40万，是反政府武装在首都
周围最后一处主要据点。叙政府军2
月中旬开始进攻东古塔并分割包围
反对派武装，逐步夺回大约九成区
域。俄罗斯方面斡旋下，多支反对派
武装与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撤离。

“沙姆自由人组织”首先撤离，过
去一周内从哈赖斯塔镇撤出超过
4500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拉赫曼军
团”紧随其后，23日开始陆续撤出人
员。同时，“拉赫曼军团”按照协议，
分批释放超过30名政府军士兵和政
府支持者，以换取安全撤离通道。

27日，“拉赫曼军团”成员塞赫
尔·优素福和妻子带着4个孩子准
备撤走。优素福告诉路透社记者：

“我们面临两个选择：去伊德利卜省
或者与当局讲和。不过，很难选择
与当局讲和。”

“钉子户”

“沙姆自由人组织”和“拉赫曼军
团”撤走后，东古塔只剩一个区域由
反对派武装控制，即当地最大的杜马

镇，处于“伊斯兰军”控制下。
据信杜马镇现有数万人，其中许

多人来自东古塔其他地区。
法新社援引“伊斯兰军”发言人

哈姆扎·巴伊拉克达尔的话报道，
停火谈判正在继续，“伊斯兰军”武
装人员不打算撤离，而是愿意放下
重武器，换取政府恢复对杜马镇的
水、电供应。而且，“伊斯兰军”将
只允许俄军人员进驻杜马镇，拒绝
政府军进驻。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主管拉米·
阿卜杜勒·拉赫曼披露，“伊斯兰军”内
部有分歧，强硬派不同意上述条件。

两名反对派人员告诉法新社
记者，俄方不再考虑接受“伊斯兰
军”所提条件，要求对方仿效“拉赫
曼军团”和“沙姆自由人组织”，撤
出杜马镇。26日谈判结束时，俄方
发出“最后通牒”，“伊斯兰军”必须
撤走，否则俄军和叙政府军将恢复
进攻。俄方限定“伊斯兰军”28日
或29日答复。

叙利亚《祖国报》27 日援引叙
军方人员的话报道，“伊斯兰军”
如果拒绝放弃杜马镇，将面临“大
规模”进攻。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将近7000名反对派武装人员和平民27日撤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
东的东古塔地区，是22日以来单日撤离人数最多的一天。

新华社芝加哥3月27日电（记者徐静）美国
苹果公司27日在芝加哥一所高中举行新品发布
会，推出了一款价格较为低廉的iPad，旨在增强
其在教育领域的竞争力。

新款iPad最低售价329美元，配备了9.7英
寸视网膜显示屏、A10 Fusion芯片，电池续航
时间长达10小时，支持触控笔Apple Pencil，
还增强了虚拟现实功能。

针对学校以及教师和学生，苹果公司在iPad
和触控笔价格以及云存储空间方面都有一定的优
惠幅度，如新款iPad学生优惠价为299美元。

据苹果公司介绍，新款iPad于发布之日起接
受订购，并于本周晚些时候开始在超过25个国家
和地区向用户发货及店内销售。

苹果公司推出新款iPad
发力教育领域

印度 军购多元

本月初法国总统马克龙访
问印度期间，印法签署一系列战
略合作协议，其中最受关注的还
是几经周折的“阵风”战斗机采
购协议。

印度总理莫迪2015年访问
法国期间曾签署协议购买36架

“阵风”战斗机，但由于印度国防
部对技术转让和价格等细节不满
意，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磋商。最
终于2016年8月，印度内阁安全
委员会才批复同意执行。

根据印度安委会的消息，这
笔战机采购合同价值5900亿卢
比（约合 91 亿美元），每架“阵
风”战机成本大约为167亿卢比
（2.5亿美元），但相关火控设备、
搭载武器和服务等细节并没有
过多透露。

众所周知，“阵风”战斗机是
法国自主研发的多功能战机，能
够执行空战、对地面或海面目标
攻击任务。可以预见的是，“阵
风”战机服役后将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印度空军的总体实力。

综合看，印度军购当前呈
现多元化趋势。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本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印度目前是世界上最大武器进
口国。一方面，印度仍是俄罗
斯军贸合作的重要伙伴，另一
方面，印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
军贸额也在飙升，同时，近年来
国防工业“印度制造”的趋势也
更加明显。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欧洲 英美离心

3月，英美与其他欧洲国家在
军事领域都出现“不愉快”。一方
面，美国提出将把德国等北约成员
国是否增加军费，作为今后钢铝进
口关税谈判的考量；另一方面，英
国未来将不承担领导欧盟快速反
应部队“欧盟战斗群”的任务。

针对美国将把德国等北约成
员国是否增加军费作为钢铝进口
关税谈判考量的表态，多国官员
回应，美国将多个无关议题关联，
会严重损害跨大西洋关系。欧盟
委员会负责预算的委员京特·厄
廷格说：“（美国钢铝进口关税）是
贸易问题，不应与防务、北约和其
他议题搅在一起。”

美国先前敦促北约成员国努
力实现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2％的目标，眼下只有少数国家达
标。由于欧盟正寻求与美国进行
豁免钢铝关税谈判，美国重提军费
开支议题，意在向欧盟施加压力。

英国国防部本月证实，出于
“脱欧”原因，英国今后将不承担
领导欧盟快速反应部队“欧盟战
斗群”的任务。这被不少媒体视
作英国“脱欧”后拉开与欧盟防务
联系的首个信号。

“欧盟战斗群”共包含18支
部队，均为营级规模。按照先前

时间表，英国定于2019
年下半年轮值，但这一
时段可能正值英国“脱
欧”的关键过渡期。

日本 动作频频

近年来，日本逐步强化自卫
队的军事能力，企图摆脱“专守防
卫”体制。从本月情况看，日本依
然“小动作”不断，这显然无益于
地区和平与稳定。

日本政府欲在今年年底修
改“防卫计划大纲”。针对这一
修改计划，自民党日前提出“跨
域防卫”构想。据日媒报道，这
一构想目的是“在强化海陆空
自卫队运用一体化的基础上，
实现信息、宇宙等新领域的应
对”。自民党欲用该构想替代
现有“防卫计划大纲”中“综合
机动防卫力量”的概念。

此外，自民党提议在“防卫计
划大纲”新增改造“出云”号直升
机护卫舰为正规航母的内容，建
议引进可实现短距离起降的F－
35B隐形战斗机作为改造后的航
母舰载机。自民党还提议引入

“积极防卫”战略，将拥有可以攻
击并破坏敌方弹道导弹发射基地
的“敌方基地反击能力”写入“防
卫计划大纲”。

日本本月还分别向菲律宾和
越南增派1名和两名“防卫驻在
官”，并计划在2018财年内再向
马来西亚增派两人。

“出云”号直升机护卫舰。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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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一名从东古塔地区撤离的男子抱着孩子。 新华社/法新

美国社交媒体企业“脸书”英国分支27日说，涉
及脸书用户数据遭“窃用”，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马
克·扎克伯格不会到英国议会作证，将派副手前往。

英方坚持要求扎克伯格至少以视频连线方式
回答质询。脸书首席产品官克里斯·考克斯或首
席技术官迈克·施罗普弗最早可在英国议会复活
节休会期结束后、即4月16日到议会作证。

脸书、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和推特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就数据隐私在4月10日作证。

美国37州的司法部长26日联名致信脸书，
要求脸书说清楚，在数据遭“窃用”、选民遭“操
控”事件中，这家社交媒体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同一天宣布，已着手调查脸
书。这一委员会一般只调查牵涉公众利益的重
大事件。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扎克伯格拒绝赴英作证

芬兰南部城市坦佩雷一所小学里有一名名为
“埃利亚斯”的语言教师，懂多种语言，对学生有着
无尽耐心，会跳“江南风格（Style）”舞蹈。教师如
此“全能”，是机器人。

“埃利亚斯”是依据日本软银公司技术的
NAO类人型交互式陪伴型机器人，高大约30.5
厘米，掌握23种语言，配备能够使它了解学生需
求并帮助和鼓励学生学习的软件。软件由研发教
育软件的Utelias公司开发。作为这所小学一个
试点项目的4个机器人之一，“埃利亚斯”仅以英
语、芬兰语和德语交流。

乔颖（新华社专特稿）

芬兰一小学用机器人教授语言

3月28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
博物馆降半旗志哀。

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向火灾遇难者表示哀
悼，并签署命令将3月28日设立为全国哀悼日。
命令要求哀悼日当天俄全境降半旗，取消所有娱
乐性的活动和电视广播节目。 新华社/路透

俄罗斯哀悼火灾遇难者

3月28日，在法国巴黎，法国军人护送阿诺·
贝尔特拉姆的灵柩。

法国28日举行仪式悼念在奥德省特雷布镇
超市人质劫持事件中殉职的宪兵中校阿诺·贝尔
特拉姆。 新华社/路透

法国悼念在恐袭中殉职的宪兵中校

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和日本软银集团宣
布计划，启动全球最大太阳能发电项目。

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说，“愿景基金”将为
这一项目出资10亿美元。

“愿景基金”由软银和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共同
成立，管理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美元。孙正义
说，沙特新太阳能项目的规模预计将达到2000亿
美元，到2030年将实现大约200吉瓦的发电目标。

去年1月，沙特首座风力发电站竣工。这一
项目由沙特阿美公司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合作。
沙特阿美在一份声明中介绍，该风力发电站每年
可“取代1.9万桶原油”。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沙特、软银将共建
全球最大太阳能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