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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深化戰略協作大趨勢不變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歐亞研究部副主任 李自國

2013年2月12日，俄羅斯總統普
京簽署了最新版 「俄羅斯對外政策構

想」，提出將與中國開展全方位外交協作，
聯合應對新挑戰。這實際上是在《俄羅斯與不斷
變化的世界》、《俄羅斯與中國：合作新天地》
兩篇重磅文章之後，俄對中俄友好關係的再次確
認，體現了對華政策的繼承性。今後，兩國深化
戰略協作的大方向不會變。

儘管雙方睦鄰友好合作關係在繼續發展，但
中俄之間仍存在一些合作障礙，如，中俄在第三
國的競爭、中國人在遠東地區擴張等。而曾經甚
囂塵上的中俄貿易結構對俄不利、俄羅斯成為中
國的資源附庸、中國商品通過 「灰色清關」走私
到俄羅斯等，現在隨政策的變化和認識的深入
，其影響力漸弱。另外，還有一些偶發性的惡性
事件也影響到民間感情。目前，對兩國合作影響
較大的有以下幾點：

「中國人口擴張」 論仍有市場
中國人口擴張在俄媒體中談的很多，俄官方

的說法比較溫和，但也時有流露擔憂。如2012年8

月，俄總理梅德韋傑夫在一次政府工作會議上就
表示，遠東地區必須警惕鄰國的 「移民擴張」。
應該說，俄羅斯整個社會對此都有擔心。當然理
性的聲音也不少，認為這是俄羅斯自己嚇唬自己
，多年的實踐證明，並沒有出現中國人口擴張。
它反映了中俄之間，特別是民間還需要進一步提
高互信，消除誤解。而中國人口擴張論的存在也
多少影響了中俄在遠東地區的經貿合作，如2012
年1月，俄經濟發展部副部長亞歷山大．斯列普
聶夫表示，俄有不少空閒的農業耕地，從原則上
講，可以允許外國人到這些耕地上耕作。但他在
歷數投資者時，還是刻意避開了中國這個最大、
最具投資潛力的夥伴。

在移民問題上，中國應理解俄羅斯對人煙稀
少地區會被移民 「佔領」的擔憂。但正如國務委
員戴秉國所說： 「近鄰不能老死不相往來」。俄
也不會 「因噎廢食」，放棄與中國合作，因為要
發展遠東，畢竟離不開中國的參與。這裡最好的
做法是，共同及時發布人員流動權威資料，消除
人們對 「移民」的胡亂猜測，甚至別有用心的無
限誇大。

中俄在第三國競爭
中俄在第三國的競爭，主要指的是中俄在獨

聯體國家，特別是在中亞地區的經貿競爭。近年
來，隨中國經濟的崛起，對外投資越來越多，
在該地區曾一家獨大的俄羅斯感受到了壓力。更
為重要的是，俄正極力整合獨聯體，打造 「歐亞
聯盟」，俄認為，中國的競爭客觀上可能會阻礙
該地區與俄羅斯的一體化進程。

但總體上說，中俄在該地區的競爭是符合市
場原則的，因為對中亞各國來說，有更多買主，
就可以賣到更高的價格，有更多投資者，就更有
利於國家的發展。而中亞國家發展了，社會才能
穩定；經濟競爭力提高了，才會與俄真正搞一體
化。因此，良性競爭對中俄及整個地區都是有好
處的。同樣，對於俄羅斯與越南的軍事合作，我
們也不用過分緊張，畢竟這裡更多的是經濟利益
驅動。

偶發惡性事件讓人 「受傷」
目前，由於 「灰色清關」日趨減少，原先最

讓國人 「受傷」的俄強力部門查封中國商品的事
件已不多見。但還是有一些偶發惡性事件，其中
最讓國人 「意難平」的是俄邊防軍炮擊中國船隻
事件，而且不止一次。2009年2月，俄邊防軍擊沉
了中國貨船 「新星號」。2012年7月，俄邊防巡邏
船炮擊並扣留了進入俄專屬經濟區非法捕撈的中
國漁船。俄邊防軍多次過分使用武力，讓很多中
國人對中俄友好產生懷疑。

在這類事件中，我們既要對暴力執法予以嚴
厲譴責，也要理性看到，這是我國近海漁業資源
日益枯竭的結果。可以做的是提前預防，積極善
後。如果處理得好，壞事可能變好事。如，在炮
擊事件後，雙方就開展漁業合作達成共識：俄方
在其專屬經濟區給予中方捕撈配額，中方支付
一定費用。這實際上給了不少中國漁民一條
生路。

總體上看，中俄間的問題不影響大
局。正如普京所言，雙方已經學會了作
為好朋友來看待問題，並有能力處理
好。

俄返金蘭灣 助越組艦隊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中央社5日
消息：英國威廉王子妻子凱特5日懷疑不小心說漏嘴
，暗示自己懷的是個小公主。

凱特搭乘的直升機因為濃霧延後抵達位於英格蘭
東岸的格林斯比漁港。據稱，凱特從熱情民眾手中接
過泰迪熊公仔之後，似乎脫口說出： 「謝謝你，我會
把熊仔送給我的女……」然後便打住沒把話說完。

當時，站在凱特旁的67歲婦人庫克說： 「你剛剛
是要說女兒，對吧？」

凱特據傳回答說： 「不，我不知道。」庫克沒有
就此罷休，她逼問說： 「噢，我想你是要說女兒。
」凱特則說： 「我們沒說。」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1月宣布，如果威廉王子與
凱特生下女兒，女嬰將正式擁有公主頭銜，修改了近
一個世紀前英國王室採用的規定。

儘管31歲的凱特對腹中胎兒的性別保密，卻不吝
和群眾分享，稱7月即將出生的寶寶 「很好動」。

42歲民眾布朗足足等了3個多小時，就是希望一
睹凱特風采。他說： 「我問寶寶有沒有動或是踢她，
她說 『有，頻率很高』。」

過去出海打過魚的文森帶她參觀國家漁業傳統
中心。他說： 「凱特懂很多，也會問一些非常好的問
題。我們有說有笑。」

凱特講漏嘴 疑懷小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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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蘭灣距離南沙群島約600公里，該港入口狹
窄，地勢險要，便於防禦，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深
水良港之一，也是溝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戰略通道
之一。在越戰期間，美國將金蘭灣打造成東南亞巨
型海陸空聯合基地。1979年，作為結盟的重要條件
之一，越南將金蘭灣基地交由前蘇聯使用，雙方簽
訂了為期25年的租約。前蘇聯一手將金蘭灣打造成
為最大的海外軍事基地。2002年5月，因為資金無
法支撐和管理不善等原因，俄羅斯從金蘭灣全部撤
離，交還給越南。

與此同時，隨美國撤出菲律
賓蘇比克灣和克拉克軍事基地，還
有配合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政策
，美國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金蘭灣。
去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訪問
金蘭灣基地時表示，金蘭灣是一個
重要的港灣，如果越南有意改善金
蘭灣地區且需要幫助，美國願意提
供，美國海軍未來有意再次赴金蘭
灣做定期訪問。

隨國力恢復，俄羅斯也對金
蘭灣虎視眈眈。去年7月，俄羅斯總
統普京表示，俄羅斯將向越南提供
約100億美元貸款。2010年10月6日
，俄羅斯海軍參謀部宣布，俄羅斯
海軍方面最近已完成了有關恢復金
蘭灣海軍基地工作的資料論證。如
果可能，3年內可以重新啟用金蘭灣
的海軍基地。俄羅斯《獨立報》援
引海軍消息來源的話說，俄羅斯這
次會以租賃的形式返回金蘭灣。租
賃期將至少達25年，而且租賃期滿

後可延長。
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這次訪問，也在某種程

度上印證了此前外界關於俄羅斯將重啟昔日 「海外
最大軍事基地」的猜測。

不過，越南外交部多次表示，不會向外國出租
金蘭灣用做軍港。但有評論認為，面對金蘭灣這塊
風水寶地，越南是待價而沽，越南已把金蘭灣當作
與美國、俄羅斯博弈的籌碼。

（本報資料室）

金蘭灣成美俄博弈籌碼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五日電】
在朝鮮宣布完全廢除《朝鮮停戰協定》
後，聯合國安理會5日舉行閉門會議，
起草制裁朝鮮的決議，並將在7日舉行
對決議進行正式投票。韓國軍方警告
，朝鮮一旦發起軍事挑釁，韓方將果
斷採取嚴厲措施。

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蘇珊．賴斯
在會後宣布，美方已經正式向安理會
成員散發了一份由中、美兩國共同協
商接受的、旨在擴大對朝制裁廣度與
範圍的新決議草案。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強烈敦促朝
鮮當局改弦易轍，建立可以導致朝鮮
半島持久和平與穩定的信任。潘基文
表示，他對朝鮮當局所發表的那種非
常具有挑釁性的言辭表示深切關注。
朝鮮應該完全遵守安理會相關的決定
，避免採取進一步的挑釁性行動。

賴斯說，朝鮮方面不顧國際社會
的普遍反對，於今年2月公然進行了第
三次核試驗；這種一意孤行的挑釁之
舉明確違反了安理會相關涉朝決議，
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因
此遭到安理會成員的同聲強烈譴責。
在就此特別發表的媒體聲明中，安理
會表示成員國將立即手採取 「適當
應對措施」。為此，美國與包括中國
在內的幾個主要國家進行了深入且富
有成果的磋商，最終就新決議草案的
文本達成了一致。

賴斯表示， 「今天所散發的決議
草案正實現了這一點。它在現有聯合
國制裁朝鮮的決議基礎之上強化了力
度，而且顯著擴大了制裁範圍。此次
的制裁以及安理會成員所展現出的決
心明確向朝方表明，它將為自己的挑
釁言行付出沉重的代價。」

賴斯表示，決議草案中所囊括的
新措施將把現有對朝制裁推向一個新
的高度，並施加新的重大法律責任。

例如，新制裁首次列明禁止向朝鮮出口的奢侈品類別
，包括豪華汽車、跑車及珠寶等；若對空運往朝鮮的
貨物有懷疑，各國可禁止有關飛機起飛、降落或飛越
領空。同時，草案有史以來第一次將從事非法活動的
朝鮮外交人員、銀行業實體以及非法的大量現金轉帳
列入制裁範圍，並進一步增加了旅行限制。如果草案
得到通過，它將在現有的安理會第1718號、第1874號
以及第2087號決議的基礎上，讓朝鮮接受聯合國歷史
上最嚴苛的一些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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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興建軍港 推銷潛艇武器
【本報訊】綜合俄新社、新華社、

中央社6日消息：正在越南訪問的俄羅
斯國防部長紹伊古，5日與越南國防部
長馮光青舉行會談，雙方一致同意採取
措施深化兩國防衛合作，俄羅斯方面也
答應幫越南組建潛艇艦隊。越南方面透
露，俄方將投資越南金蘭灣軍事後勤基
地的興建，備受關注。外界認為，在美
國有可能重返金蘭灣的情況下，俄羅斯
此舉可以說是先美國一步。

紹伊古率領俄羅斯代表團訪問越南兩天
，他4日還參觀了越南金蘭灣港口。1979年至
1991年，金蘭灣是前蘇聯海軍艦艇物資技術
保障站。

紹伊古在5日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越南
是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之一，俄羅斯
視越南為戰略夥伴和值得信賴的老朋友。他
補充說，俄羅斯代表團訪問越南是為了討論
兩國都感興趣的最具前景的問題。

今年恢復使用越港口
馮光青透露，雙方就金蘭灣問題展開了

協商。金蘭灣軍事後勤基地將由越南海軍新
港總公司施工，由越南石油集團及越俄石油
公司共同提供資金，興建造船基地。完工後
，任何國家的船隻都能進入維修，預計可於2
到3年完工。據悉，金蘭灣將分為3個區域，
第1區是越南海軍特區，外國船隻不可進入；
第2區為新港總公司經營的國際船隻後勤服務
區；第3區規劃為民間區域。

紹伊古稱，兩國計劃在2013年，就俄羅
斯軍艦駛入越南港口的條件簽署協議。

越將繼續進口俄武器
馮光青向記者表示，越南將繼續進口俄

羅斯武器。他說，俄羅斯製軍事裝備價格合
理，越南軍隊長期使用，是俄羅斯重要軍購
夥伴，未來將持續兩國軍事買賣合作關係，
以利採購空軍、海軍及其他兵種武器配備。

紹伊古則高度評價越南在發展海軍方面
與俄羅斯進行的合作，並表示俄羅斯將盡力
引領越南海軍進入新的發展，期待越南的潛
艇編隊能在今年內建立。紹伊古說： 「今年
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越南的海軍歷史將翻
開新的一頁，潛艇艦隊即將誕生。」他透露
，還與越南防長探討了潛艇建造與船員培訓
同步進行的問題。

年內向越交付兩核潛艇
越南一直希望組建自己的核潛艇。2009

年12月，越南與俄羅斯簽署了六艘636型柴電
潛艇的採購合同，合同金額約達20億美元。
俄方計劃在2016年前完成整個合同義務。

俄羅斯方面透露，在聖彼得堡建造的核
潛艇中的前兩艘，將於今年年內交付越南，
最早的一艘將在8月交付，今年還將有兩艘核
潛艇下水。

馮光青說，目前約有500名越南官兵在俄
羅斯受訓，盼俄方提供更多獎學金名額，讓
越南軍事學員前往受訓。紹伊古則說，雙方
軍事合作仍然密切，俄方同意越方所提建議
，自今年起協助越南培訓水手及造船技術。
越南現時已經批准俄羅斯在越中部慶和省建
立一個艦船維護設施。

去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曾訪問美
軍在越戰時期建立的金蘭灣基地，成為越戰
後造訪金蘭灣的最高級的美國官員。外界現
時正關注美軍是否將重返金蘭灣，但根據紹
伊古受訪內容，俄方在重返金蘭灣基地方面
，已佔據先機。

▲俄羅斯為越南製造的 「河內」 號基洛級
636M型常規動力潛艇

資料圖片

▶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左）5日與越南
國防部長馮光青握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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