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稱中國再射東風31A
專家猜測中國正構建核反擊戰略

特稿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八日 星期六A6中國新聞責任編輯：陸智豪

【本報訊】環球網引述華盛頓自由燈
塔網站4日報道稱，11月30日，中國第二
次試射了公路機動東風31A導彈，美國專
家稱，如果中國從青海發射東風31A，攻
擊範圍可覆蓋美國北達科他州的洲際彈道
導彈基地。分析指，今次試射是要向美國
展示中國日益增長的戰略核力量。

報道引述美國情報官員透露，這次試射是在山西
五寨航天和導彈試驗中心進行的。美國情報監測儀器
及太空傳感器，都探測到今次導彈試射。這是自8月
30日以來，中國第二次試射東風31A，突出了中國日
益增長的戰略核力量。這次試射也是在中美成都聯合
救災演習最後一天進行的。分析家指出，東風31A測
試很可能意在支持中國軍方對美國，特別是美軍的強
硬立場。

射程覆蓋美洲際導彈基地
報道稱，中國於 2007 年前後開始部署東風 31A

，這型導彈能攜帶 5 個彈頭，最大射程為 5000 公里
，相信還能夠配備在偽裝成客運列裝的軌道車上。除
了東風31A外，中國7月還試射了東風41。有指東風
41 是中國首款可採用多彈頭重進大氣層載具技術
的導彈。

不過，美國五角大樓發言人拒絕向自由燈塔網站
評論中國試射東風31A的消息，僅稱 「會密切監視中
國軍力發展，敦促中國改善軍事相關能力及意圖透明
度」。這說法與國防部8月份評論中國試射導彈大致
相若。

美國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近期稱，美國的中國問
題專家費舍爾表示，奧巴馬政府應該告知公眾更多有
關中國戰略核現代化項目的信息，並向中國施壓，迫
使其提高在該領域的透明度，以避免 「可能發生的核
意外」。費舍爾又表示，從位於青海的地下基地或發
射台發射，東風31A導彈有可能攻擊到美國北達科他
州的洲際彈道導彈基地。

美中戰略武器此消彼長
美國喬治城大學軍備控制專家卡伯亦指出，東風

31A 能夠攜帶核彈頭攻擊美國本土，最近一次東風
31A試射突出了中國不斷擴大的戰略武器庫。他說：
「中國致力於現代化其所有彈道導彈武器庫，從戰術

到戰略系統，正是他們恪守被其稱之為下一代軍事革
命承諾的證據。諷刺的是，就在中國積極擴大戰略武
器庫的同時，美國卻在大幅度降低利用彈道導彈保護
國家安全的能力。」

費舍爾指出，東風31A的發展，暗示中國可能正
在構建核反擊戰略，而非中方一直聲稱那樣，核力量
僅能對一次核攻擊發動報復，這就需要為其大規模地
下核設施內的機動東風 31A 發射裝置，儲藏大量導
彈。

【本報訊】據人民網報道︰中國空軍近日於西北
大漠舉行近年來最大規模空戰演練，並於演練中動用
中距空空導彈。中國兵工學會副秘書長、《兵器知識
》雜誌主編瞿雁冰表示，目前中國的PL-12、SD-10
「閃電」中距空空導彈已優於俄法的同類型武器，甚

至優於美國的AIM-120A和AIM-120B空空導彈，處
於世界領先水平。

中距空空導彈射程範圍在幾十公里到一百公里左
右。目前國際上性能較為優越的中距空空導彈有美國
的AIM-120、俄羅斯的R-77、法國的 「米卡」、歐
洲導彈公司的 「流星」，還有中國 PL-12、SD-10
「閃電」。

性能遠超上代中距導彈
瞿雁冰介紹，早期的第三代中距空空導彈主要用

於戰機攻擊幾十公里到近百公里外的敵機，而如今的
第四代中距空空導彈則採用主動複合雷達制導，除作
戰攔截外，還能夠執行近距格鬥、發射多發導彈對多
個目標進行攻擊等作戰任務，其作戰能力遠遠超過第
三代中距導彈。

瞿雁冰指出，中國曾針對中距空空導彈做過很多
實驗，2005 年媒體已報道過十一發十一中的好成績
，在 2008 年的第七屆珠海航展中也公開展出過國產
中距空空導彈模型。

他說，中國自行研製的中距空空導彈性能優於俄
羅 斯 的 R-77、 法 國 的 「米 卡 」 以 及 美 國 的
AIM-120A 和 AIM-120B，弱於 AIM-120C。目前國
際上僅有少數幾個國家有能力獨立研發主動雷達制導
的空空導彈，中國花了較短時間迎頭趕上。總體來看
，我國中距導彈已處於世界先進水平。

中國空空導彈領先俄法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七日電】據珠海市口岸局最新數

據，近幾個月來珠海各口岸通關人次出現驟減趨勢，且降幅
持續加深，一改 2008 年以來的上升態勢。邊檢部門人士分
析稱，可能跟內地收緊赴澳門政策、打擊 「水貨客」、嚴管
護照簽證與不法簽證，以及國內外經濟低迷等因素有關。

珠海市口岸局發布數據顯示，相比今年1至6月出入境
人員逾4968萬人次，同比增加1.8%；8月份起開始出現掉頭
遞減之勢，其中 1 至 8 月出入境人員逾 6655 萬，同比減少
0.6%；1至9月、1至10月的降幅進一步擴大，分別同比減
少1%、1.6%。儘管今年十一黃金周適逢 「雙節」（國慶、
中秋）8 天長假，但珠海各口岸出入境旅客僅 226.5 萬，同
比減少4.9%；其中經拱北口岸旅客同比減少2.42%。據了解
，近幾年珠海出入境人員曾兩度顯著下降，分別為 2003 年
沙士和2008年金融危機，其他時候多處於上升態勢。

內地赴澳客流跌1.6%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七日電】廣東省教育廳官員表示
，異地高考方案已基本成形，還有待研究和論證，將計劃於
月底出台，經省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及教育部批准後即可
施行，但有教育界人士認為，廣東是外來工大省，外來工子
女眾多，解決異地高考有難度，政府必須加大投入，把蛋糕
做大，方可惠及外來工子女。

海珠中學校長郭開枝指出，外來工長期為廣東服務，其
後代亦應得到相應等遇，才可留住外來工安心工作。但廣東
外來工隊伍龐大，解決異地高考對政府實在有難度。擴招就
要擴校，需要政府加大包括師資及校舍等方面投入，才可做
大蛋糕，滿足外來工子女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亦應設立
異地高考的准入門檻，加強管理，防止出現 「高考移民」。

海珠中學是廣州其中一所外來工子弟學校，在校學生
1800人，高中生佔600多人，大部分是外來工子女。郭開枝
說，海珠區外來工子女不少，佔全區學生逾三成。由於隨父
母來廣州打工，不少外來工子女從幼兒園開始在廣州讀書，
直至初中、高中。因不能異地高考，不少學生高中就離校，
轉校返家鄉參加高考。這樣對外來工子女讀書不利，亦令生
源流動性大。

粵准外來工子女異地高考
方案基本成形 論證後月底出台

7 日凌晨，黑龍江省七台
河市福瑞祥煤礦八井透水事故
出現生命奇迹，包慶鋒、包慶
波、吳傑、王永和4名礦工在

被困井下125小時後，奇迹獲救生還。
12月1日23時40分，七台河市福瑞祥煤炭有限

責任公司八井發生透水事故，目前已確認3名礦工遇
難，除4名礦工獲救生還外，仍有7人被困井下。經
醫院初步檢查，4名獲救礦工生命體徵平穩，神志清

醒，能進行簡單的對話和交流。
7日上午，部分獲救礦工講述了井下五天五夜的

生死瞬間。

抱團取暖聊家常渡難關
「那天，我正在工作面上幹活，忽然聽到工友吳

傑大喊： 『跑水啦，水太大出不去了！』當時只覺得
頭腦發蒙，不知咋辦才好。還是班長頭腦清晰，告訴
我們別慌，跟着他往 『上山跑』。」對於事故發生時
的驚險一刻，獲救者包慶鋒記憶猶新。

包慶鋒回憶說， 「我們涉水跑到上山處時，巷道
滿是積水，而且水還在不停地上升。幸好水位在接近
我們的位置時穩定了下來。」他表示，開始幾天他們
為了禦寒，經常圍在一起取暖，聊一些工作和家裡的
事，並互相鼓勵，互相支持，睏了就輪流在石頭上睡
一會兒。

為了節省用電，四人的礦燈統一使用，只有在測
水位和接礦井水喝的時候才開一會兒礦燈。

包慶鋒說： 「很快我們發現水位在下降，後來又
聽到地面打鑽的聲音，確信一定會有人來救我們！我
們就用幹活用的鍬、稿敲擊井下頂板和水管，讓救援
人員知道我們的方位。」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礦燈中僅剩的電量都用光
了，周邊一片漆黑，這時遠方有兩點明亮的礦燈閃動

，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湧出了眼眶。」包慶鋒說， 「我
知道，我們終於獲救了！」

對救援人員信心燃生望
一同獲救的礦工吳傑說，是救援指揮部對生命

的尊重及永不放棄的救援理念，使他們重新獲得了
新生。

「即使在井下一片漆黑的時候，我們也沒有放棄
生存的信念，因為我們始終相信，救援指揮部決不會
放棄我們！」吳傑說。

1日發生礦難以來，現場救援人員冒着嚴寒，嘗
試了各種技術手段，力求與死神賽跑，拯救被困礦工
的寶貴生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從3日夜間開始，
七台河遭遇暴雪和大風天氣，為救援工作增加了極大
的困難。為加快救援速度，救援指揮部4日決定在加
大排水能力的同時，從地面向井下垂直鑽孔，努力打
通一條 「生命通道」。7日1時20分，連接左五片與
左六片工作區的鑽孔成功貫通，救援人員通過鑽孔發
現了生命的跡象。 「井下仍有活着的礦工！」這一信
息令救援人員倍感興奮。

7日清晨5時，數十名救援人員輪番進入井下，
展開全面施救，終於在井下發現了4名被困礦工，至
5時30分，獲救人員陸續升至地面，並被迅速送往當
地醫院接受救治。 （新華社）

4礦工被困125小時奇迹生還
黑龍江礦難救援5天後傳喜訊

【本報記者田育紅、熊蕾北京七日電】7日，寧夏內陸
開放型經濟試驗區新聞發布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發
布會詳細介紹了設立和規劃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的情
況。

今年9月，國務院正式批覆《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
區規劃》（以下簡稱《規劃》）。9月12日，在第三屆中阿
論壇開幕式上，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宣布設立寧夏內陸開放
型經濟試驗區和銀川綜合保稅區的決定。該試驗區作為我國
內陸地區首個也是唯一覆蓋整個省級區域的試驗區，將承擔
起中國同阿拉伯國家及世界穆斯林地區的經貿文化交流與合
作，並將成為探索內陸地區開發開放的新路徑，在空間上也
會形成沿海、沿邊和內陸開放互為依託、相輔相成的戰略格
局。

《規劃》提出，努力把寧夏建設成為國家向西開放戰略
高地，國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重要的清真食品和穆斯林
用品產業聚集區和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

【本報記者楊傑英太原七日電】6日晚，太原市
全市公安幹部大會宣布免去李亞力的山西省公安廳副
廳長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長職務，並接受調查，其職務
由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柳遂記兼任。據了解，
李亞力被停職與網上流傳其子李正源涉嫌醉駕毆打執
法交警一事有關。

據知情人士透露，在這宗 「翻版李剛」事件中，
太原市交警支隊涉嫌集體作偽證，刪除執法記錄儀的
內容，降低酒精測試含量，使李正源變醉駕為酒駕。

便衣 「護駕」 帶離現場
太原市小店區派出所一位民警告訴記者，他們6

日晚得知李亞力被停職的消息，今天要求在單位內部
傳達。而據被打交警夏坤介紹，10 月 30 日早上 7 時
40 分左右，在太原市迎澤大街大南門十字路口執勤
，攔截一輛違章左轉的黑色現代越野車。夏坤說他攔

下車時，司機拒絕交出駕駛證，只是出示太原市公安
局的門禁卡，並對他連罵帶打。等司機走近時，夏坤
說他聞到很濃的酒味，其後的酒精測試結果是 89ml
，屬醉酒駕駛。

當夏坤與同事根據規定，準備對司機抽血作進一
步測試時，被交警隊的領導出面制止。司機當時表示
，可以扣車罰款，但堅持要離開現場，夏坤根據規定
予以嚴拒，並向指揮中心報告情況，要求督查到場。
據夏坤稱，後來太原市公安局迎澤派出所一名警察穿
便衣將司機從現場接走，之後有領導告訴他，司機是
公安廳副廳長的兒子李正源。

事實上，記者在得到的一段視頻錄像裡看到了事
發的情況，視頻中亦可以聽到 「酒精檢測 89ml，夏
坤的領導讓夏坤就此罷休，因為司機是廳長的兒子」
等字眼。

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有人要銷毀證據，將夏坤

等交警當日執法記錄儀內容全部刪除，但夏坤悄悄進
行了備份。同時，事發地的路況監控視頻已被刪除，
圍觀群眾的視頻和照片也被人要求刪除。儘管李正源
已被罰款3000元，扣12分，並被吊銷駕照，但該消
息人士透露，由於李正源酒精含量檢測結果被竄改為
66ml，可免受刑事處罰。對於上述說法，太原市公
安局新聞發言人拒絕置評。

太原爆翻版李剛事件
傳子醉駕毆交警 公安局長被停職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七日電】交通運輸部東海航海保障
中心7日正式在滬掛牌運轉，上海市副市長沈駿出席儀式，
並為東海航海保障中心揭牌。該中心的航海保障服務轄區是
北起江蘇連雲港、南至福建東山的南黃海和東海海域，以及
長江口、黃浦江、杭州灣、甬江、甌江、椒江、閩江等水域
，跨越大約12個緯度，覆蓋江蘇、上海、浙江、福建 「三
省一市」，現有編制人員1961名、各類船艇34艘。

根據國家海洋發展戰略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要求，
交通運輸部組建成立東海、南海、北海三大海區的航海保障
中心。東海航海保障中心的主要任務是履行國際公約、體現
海洋權益，服務和保障整個東海水域航行安全，承擔海事航
標建設養護、港口航道測量繪圖、水上安全通信等航海保障
工作。

促東海海洋經濟發展
記者了解到，東海航海保障中心是交通運輸部直屬海事

事業單位，下轄連雲港、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廈門6
個航標處，連雲港、南京、上海、杭州、寧波、福州、廈門
7個通信中心，以及上海海事測繪中心、上海海圖中心等15
個分支機構。

東海航海保障中心新聞發言人劉嘉華向記者表示，該中
心的轄區範圍是我國海洋經濟最為活躍的區域之一，此番掛
牌成立有助於進一步促進我國東海海洋經濟的發展，並對上
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起到推動作用。

1980年4月，經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批准，海上幹線公用
航標由海軍劃歸交通部管理。自那時起，30 多年來我國航
海保障能力不斷加強。

▲交通運輸部東海航海保障中心7日的掛牌儀式上，上
海市副市長沈駿（右四）等為中心揭牌 楊楠攝

東海航海保障中心在滬掛牌

寧夏建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

▲其中一名奇迹生還礦工包慶鋒，向記者講述獲
救經過 新華社

▲廣東省外來工子女眾多，實行異地高考難度很大，圖
為外來工子女 袁秀賢攝

▲一領導稱打交警酒駕者是廳長的兒子 視頻截圖

▲美國媒體引述情報官員稱，中國11月30日第二次試射了公路機動東風31A導彈。圖為09年國慶閱
兵儀式上展示的新型洲際彈道導彈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