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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 「香山論壇」當天上午在軍事科學院開幕，來自 21
個國家防務智庫和學術機構的60多位知名學者與會。劉成軍做
了題為 「增強戰略互信，促進亞太安全」的演講。

良性互動不惡性競爭
劉成軍16日指出，亞太是當今世界最活力、最有潛力、最

富機遇的地區，也日益成為主要大國利益匯集、互動頻繁的地區
。促進亞太安全，應選擇戰略互信而不是戰略猜疑，選擇交流合
作而不是對抗衝突，選擇良性互動而不是惡性競爭。

劉成軍說，建立戰略互信是一個長期曲折的過程，需要各方
相向而行。各國要以創新思維和切實行動，為老問題找到新答案
，為新問題找到好答案。他提出五點建議：

第一，加強對話溝通。要以寬闊的胸懷、包容的心態，傾聽
對方的發展訴求，理解對方的利益關切，打開歷史心結，消除文
化誤解，共同探討和諧共贏之策。應注重拓展對話形式，完善對
話機制，優化對話內容，落實對話成果，不斷提升戰略溝通的實
際效果。

第二，靈活務實合作。亞太各國應努力尋求新的利益契合點
，培植新的合作生長點，推動地區合作走向雙贏共贏；應努力消
除合作障礙，不相互製造麻煩，不損害對方合法權益；應不斷充
實合作內涵，朝着互助共濟的目標，擴大安全領域協調合作的深
度和廣度；應充分考慮各自差異，切實加強利益協調，努力構建
「照顧敏感度、保持舒適度」的互信合作關係。

不因局部分歧破壞大局
第三，有效管控分歧。亞太各國國情不同，在一些地區事務

上利益有碰撞、看法有分歧是正常的，關鍵是妥善處理和解決碰
撞與分歧。需要樹立長遠眼光，不主動挑起事端，不人為激化矛
盾，不因局部分歧破壞整體合作大局。要有道義擔當，不能把損
人作為利己的前提，不能罔顧國際規則、挑戰國際公道。

第四，促進良性軍事互動。將戰略互信提升到新的層次，需
要在軍事互動上取得突破，通過構建平等、合作、共贏的新型軍
事關係，使之成為深化互信合作的動力，而不是加劇對抗競爭的
推手。在戰略定位上，不把軍事力量僅僅作為對抗的手段，而要
看到它也可以成為重要的合作元素。應規範軍事力量使用方式，
減少對抗使用，將其更多地用於和平目的，即使是在對抗的場合
也一定要有所節制，防止濫用。

第五，擴大社會民意基礎。各國不能僅僅為了本國國內的政
治需要對外示強鬥狠，更不能有意誤導民意、製造敵意，煽動民
間對抗。應積極推進各國社會交往，促進相互了解，厚植民間友
誼；應大力拓展人文領域的交流，強調相互欣賞，鼓勵互鑒共進
；應正確把握和引導公眾輿論導向，提倡客觀公正，講求善意包
容，推動公眾相互認知，強化國家間互信合作的社會民意基礎。

蛟龍號明年赴南海試驗性應用
【本報訊】新華社青島十六日消息：記者日前從中國國

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了解到，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明年將
牽頭組織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的試驗性應用，執行 「南海
深部科學計劃」。

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劉峰介紹，預計明年4月底
或5月初，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將在南海開展試驗性應用
，執行 「南海深部科學計劃」，主要是為科學家研究南海的
形成、發展和今後的趨勢提供技術支撐，作業區域包括一個
冷泉區和一個海山區。

「如果條件允許， 『蛟龍號』還將在我國東太平洋的多
金屬結核資源勘探合同區開展作業。」劉峰說。

劉峰表示， 「蛟龍號」試驗性應用是國家深海基地在基
本建設同時，開展業務化運行的首要任務。 「過去，國家深
海基地是 『蛟龍號』載人深潛海試的參與單位，現在是牽頭
單位。角色的轉變帶來了很多挑戰，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將眾
多的參與部門和單位擰成一股繩，讓大家精誠合作，圓滿完
成試驗性應用。」

劉峰透露，國家發改委已經正式批覆了 「蛟龍號」載人
潛水器新母船的建造項目。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十六日消息：從國
家海洋局獲悉，中國3000噸級海監船─中國
海監 137 船已於 14 日入列中國海監東海總隊，
並將赴中國東海海域執行定期維權巡航任務。

同時，另一艘3000噸級海監船─中國海
監110船也已於近日入列，並於11月12日啟航
執行黃海定期維權巡航執法任務。

海監船繼巡釣島
中國海監總隊有關負責人表示，中國海監

137船的入列，進一步提升了中國海監維權巡航
執法能力，對有效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義。為適應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海監
維權巡航執法工作的需要，近期還將有數艘船
舶相繼入列中國海監執法船序列。

環球網16日報道，日本《產經新聞》16日
稱，經過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確認，中國海
監船編隊 4 艘船 16 日繼續在釣魚島海域巡航。
自10月20日以來，中國公務船在該海域的巡航
已進入第28天。與此同時，當天凌晨，日方還
確認到有一艘外籍科考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進
行海洋調查。

《產經新聞》稱，中國公務船已連續28天
在釣魚島及其周邊海域巡航。據日本第11管區
那霸海上保安本部透露，4艘中國海監船分別是
「海監 51」、 「海監 66」、 「海監 75」以及
「海監84」。日方巡邏船不斷向中國海監船編

隊發出 「警告」，要求其 「不要進入日本領海
」。對此，中方其中一艘船做出堅決反駁，表
示 「釣魚島及其周邊附屬島嶼自古以來都是中

國固有領土」。

亦發現外籍科考船
同時，報道還稱，16日凌晨，在釣魚島黃

尾嶼西北方向約 99 公里處 「日本專屬經濟區
（EEZ）」內，日方巡邏船確認到有一艘巴哈
馬籍海洋調查船在該海域行駛。該船船身印有
「DISCOVERER2」字樣，行駛過程中有電纜

拖在海水中。《產經新聞》稱，該船很像是在
進行海洋勘探，但無法確認船隻的具體身份，
且 「事先並未向日方通報」。

日本海保巡邏船向該科考船發出多次警告
， 要 求 其 停 止 調 查 ， 大 約 1 個 半 小 時 ，
「DISCOVERER2」號船收起電纜後，駛離該

海域。

海監新增海監新增30003000噸級雙艦噸級雙艦

劉成軍提出五建議：劉成軍提出五建議：
●加強對話溝通

●靈活務實合作

●有效管控分歧

●促進良性軍事互動

●擴大社會民意基礎

【本報訊】新華社珠海十六日消息：在第九屆珠
海國際航展上，俄羅斯 「勇士」飛行表演隊的精湛技
藝征服了眾多觀眾，首次在中國亮相的蘇霍伊超級
100飛機也吸引了眾多參觀者駐足品評。

俄羅斯此次派出了強大的參展陣容，35 家參展
企業涵蓋了飛機、航空發動機、機載設備和武器裝備
的研發和生產領域，在展示其航空航天業最高水準的
同時，也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地區國家伸出了合作
的橄欖枝。

擺脫能源合作單一模式
此間業內人士指出，中俄兩國加快航空技術領域

合作的步伐，有利於兩國改善貿易結構，拓展合作領
域，擺脫以能源合作為主的單一模式，實現貿易關係

的全面升級。
事實上，加強航空領域的合作已成為中俄兩國政

府和業界的共識。今年9月，俄羅斯總統普京曾表示
，俄羅斯願意結合本國的技術與中國的資本和人才優
勢，加強中俄在造船、重型直升機及寬體客機製造等
高新技術方面的合作。

在本屆珠海航展上，俄羅斯參展企業也紛紛表示
將中國視為優先發展的方向，對與中國開展合作表現
出了很高的積極性。

擬打入中國民航市場
俄羅斯聯合飛機製造公司總裁米哈伊爾．波戈相

在珠海航展上表示，根據俄方的評估，未來 10 年中
國民航業將保持7%的增長速度，中國將成為世界上

最大的民用航空市場。未來15至20年，中國市場支
線客機的需求將達到700架，俄羅斯計劃佔領一部分
中國市場份額。

他對俄羅斯蘇霍伊超級100支線客機進入中國市
場的前景表示樂觀。

作為中國直升機產業長期的合作夥伴，俄羅斯直
升機公司也準備加大開拓中國市場的力度。該公司一
名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中國是俄羅斯直升機公司的
傳統用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直升機市場之一，公司
將中國市場視為優先發展方向之一。

軍事科學院研究員王新俊表示，中俄兩國在航空
領域有很好的合作經驗。俄羅斯在飛機氣動布局設計
、發動機製造等領域仍具有較明顯優勢。在新的時期
，中俄航空技術領域的合作面臨新的機遇，雙方應該
探討多種合作方式，以實現互利共贏。

俄欲與中國共研中程客機
波戈相說，俄羅斯有意與中國共同研發中近程寬

體式客機，產品將不僅用於滿足國內航空市場的需求
，還將打入國際市場。他說： 「希望我們能找到雙方
都能接受的合作方式。」

根據俄方的預測，未來15至20年，中俄兩國的民
用航空運輸業將面臨更加殘酷的競爭環境，任何一方
的航空公司更新的民用飛機數量都將超過2000架。

毋庸置疑的是，中俄兩國如果能合作生產大型民
用飛機，其產品將受到來自歐洲和美國航空業巨頭的
「圍追堵截」。對此，波戈相表示： 「相信激烈的競

爭將催生想在這個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的國家之間開展
更加緊密的合作」。

中國深海基地或明年五月開工
【本報訊】新華社青島十六日消息：記者日前從中國國

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了解到，國家深海基地籌建工作進展順
利，繼總體規劃方案獲國家海洋局批覆後，目前初步設計方
案已經上報國家發改委，國家深海基地有望明年5月底前開
工建設。

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劉峰介紹，國家海洋局6月
份批覆了項目的總體規劃方案，目前初步設計方案已上報國
家發改委，有望在今年年底得到批覆。

據了解，國家深海基地一期建設需要2年至3年，主要
建設碼頭、維護與維修車間、大型試驗水池、科研辦公樓、
生活設施、潛航員培訓設施和通訊指揮中心等。

國務院於 2007 年 1 月批准建立國家深海基地。根據國
家海洋局批覆的總體規劃方案，國家深海基地按照統一規劃
、分期建設的原則組織實施，總規劃用地390畝，用海62.7
公頃。國家深海基地不僅是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的業務化
運營單位，而且將為中國各類深海科研提供公共服務平台，
提供深海科研所需裝備和技術支撐，發揮國家級深海研究基
礎平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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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中國海軍第十
三批護航編隊由南海艦
隊導彈護衛艦 「黃山」
艦、 「衡陽」 艦和綜合
補給艦 「青海湖」 艦以
及 2架艦載直升機和部
分特戰隊員組成

新華社

▼16日，中國海軍第十
三批護航編隊進行海上
補給作業 新華社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教學模型 中新社

▲俄羅斯 「勇士」 飛行表演隊的蘇-27重型戰機在進行飛行表演 新華社

▲在珠海航展上，觀眾在精功通航展台設置的模擬器旁
了解私人飛機駕駛 新華社

▲這是俄羅斯展商展出的蘇霍伊超級100支線客機 新華社

中國上將倡互信五原則中國上將倡互信五原則
【本報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院長劉

成軍空軍上將16日於北京表示，亞太地區各國要有
效管控分歧，不主動挑起事端，不人為激化矛盾，
不因局部分歧破壞整體合作大局，同時摒棄冷戰思
維、 「零和博弈」 等不合時宜的觀念，加強對話溝
通，努力構建 「照顧敏感度、保持舒適度」 的互信
合作關係。這位中國空軍上將還強調，在戰略定位
上，軍事力量不僅僅是對抗手段，也可以成為重要
的合作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