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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歐盟擬2025年建5000人歐洲軍

路透社16日報道稱，歐盟成員國外
長和防長15日起就一份被稱為 「戰略指
南」 的計劃草案展開辯論。根據這份28
頁的機密文件，歐盟將在2025年之前組
建包括海陸空三部分的 「快速部署能
力」 聯合軍事力量，總人數多達5000
人。到明年，歐盟應就何種情況下可出
動這支軍隊達成共識，並從2023年起開
始常規軍事演習，包括海上軍演。

戰略指南表示，歐盟需要對迫在眉
睫的威脅或危機情況迅速做出反應，例
如執行救援和疏散任務，以及在敵對環
境中展開維穩行動。歐盟27國無需全部
參加聯合部隊，但任何部署都必須徵得
所有成員國同意。

內部分歧技術短板成難題
戰略指南還提出，歐盟應當研發新

的主戰坦克和 「未來空戰系統 」
（FCAS）。FCAS包括下一代戰鬥機、
中空長航時無人機、未來巡航導彈等項
目，最初由英法兩國提出，但在英國啟
動脫歐程序後擱置。近年，法國、德國
和西班牙等國重啟FCAS。

歐盟輪值主席國斯洛文尼亞防長托
寧告訴記者，各國政府給出了積極回
應，但歐盟內部分歧依然存在，需要調
節。France 24新聞網早前指出，美國8
月底從阿富汗撤軍，促使歐盟再次認真
考慮提高防衛自主性，但波蘭、波羅的
海三國等仍對 「歐洲軍」 持懷疑態度。
這些國家面臨來自俄羅斯的壓力，高度
依賴美國和北約的防衛力量。

此外，歐盟多年來在後勤、遠程空
運、指揮等方面依賴美國，自身短板很
多。歐洲理事會防務專家洛斯表示，若
要獨立執行軍事任務，歐盟在幾乎每個

環節都需要取得進步， 「尤其是在應對
危機時，歐盟現在缺乏快速運輸軍隊和
裝備的戰略空運能力、持續利用衛星提
供情報的能力，以及部署前和部署期間
的偵查能力等。」

如何籌集用於提高短板的資金是另
一個難題。據估算，北約28個歐洲成員
國中只有9個今年軍費開支佔GDP的2%
以上。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今年的軍費
開支佔GDP的1.53%。專家分析指，德
國等歐洲國家並未向波蘭一樣面臨直接
軍事威脅，因此缺乏增加軍費的動力。

歐洲「建軍」歷程坎坷
歐盟早在1999年就提出組建5萬至6

萬人聯合部隊的計劃，但到2007年僅建
成兩個各有1500人的戰鬥小組，且至今
從未真正部署過。近年，隨着美國將戰
略重心從歐洲轉移到亞太地區，法國總
統馬克龍為首的一些歐洲領導人重提
「歐洲軍」 計劃。馬克龍甚至於2019年

形容北約已 「腦死亡」 ，歐洲必須掌握
自己的命運。

馬克龍等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進
展。截至今年，獨立於北約的 「歐洲干
預倡議」 合作框架已吸納了德國、意大
利等共計13國；歐盟正在商討近60個軍
事合作項目。但有分析指，歐盟若想建
立真正獨立的歐洲軍，就意味着踩到美
國 「不能將歐洲與美國分離」 和 「不能
建立與北約重複的架構」 等紅線，勢必
遭到美國百般阻撓。美國總統拜登雖未
向前總統特朗普一樣公開嘲笑歐洲防務
一體化的努力，但也強調歐洲自主防衛
應是對北約的補充，而非取代北約。

【大公報訊】綜合路
透社、France 24新聞網
報道：歐盟近日向建立
「歐洲軍 」 邁出重要一
步，提出在2025年前組建
一支5000人的聯合軍事力
量，以在不依賴美國和北
約的情況下完成一系列軍
事任務。15日起，歐盟成
員國就計劃草案展開辯
論，希望能在明年3月敲
定最終文件。近年美國催
收北約軍費、倉促撤離阿
富汗等行為令歐盟大為不
滿，要求提高防衛自主性
的呼聲高漲。但有分析
指，歐盟缺乏後勤、遠程
空運等關鍵能力，且內部
意見不一， 「建軍」 之路
仍有不少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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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叫停北溪2號認證程序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美聯

社報道：德國監管機構16日表示，已
暫停對俄羅斯 「北溪2號」 天然氣管
道項目的認證工作，原因是該項目未
能組建一家得到德國法律認可的運營
公司。這一決定令該項目再度
受挫，歐洲大陸的天然氣價格
應聲上漲近10%。德國監管機
構表示，只有 「北溪2號」 運
營商將主要資產和人力資源轉
移到德國子公司後，才會重啟
認證。德國經濟部稱，暫停該
項目的認證純粹是 「監管問
題」 。 「北溪2號」 運營商表
示，已接到德國監管機構通
知，但無法發表評論。

同日，烏克蘭國家石油天

然氣公司和天然氣運輸系統運營公司
（GTS）獲准進入 「北溪2號」 運營
商的認證程序，享有發表意見和訴訟
的權利。 「北溪2號」 管道可將俄羅
斯天然氣直接送到德國，認證完成後

就可投入使用，令烏克蘭、波蘭等國
無法再收 「過路費」 。烏克蘭、波蘭
和美國一直強烈反對該項目。有分析
認為，近期俄歐關係因白俄羅斯向波
蘭邊境輸送難民而惡化，美歐懷疑俄

羅斯是幕後黑手，德國此舉可能
是在向俄羅斯施壓。

16日，歐盟宣布對白俄實施
新一輪制裁，涉及政府官員及航
空公司等，美國也宣布跟進。波
蘭動用水炮車和催淚瓦斯驅趕難
民。15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就難
民危機致電俄羅斯總統普京，雙
方同意有必要緩和局勢。

美批俄威脅國際太空站 俄斥虛偽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美

國官員15日指責俄羅斯的反衛星武器
試驗在近地軌道上製造大量太空垃
圾，威脅國際太空站及其內部太空人
的安全。

俄羅斯國防部16日證實俄方在試
驗中摧毀一枚廢棄衛星，但否認此事
對國際太空站構成威脅。俄羅斯外長
拉夫羅夫批評美國 「虛偽」 ，並強調
美方的指控沒有事實根據。

美國太空司令部15日發表聲明

稱，俄羅斯當天試射了一枚 「直接上
升式反衛星導彈」 ，擊毀了一枚廢棄
的蘇聯衛星，在近地軌道上製造出
1500多塊碎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稱，俄方的舉動 「魯莽且不負責
任」 ，危及其他國家的太空活動。

俄羅斯國防部16日表示，美方很
清楚衛星碎片不會威脅到太空站、飛
船或其他太空活動。俄防長紹伊古
稱，俄方的試驗控制得如同外科手術
般精準，不可能影響國際太空站。拉

夫羅夫表示，美方對俄方的指控是虛
偽的，沒有事實根據。

據報道，國際太空站15日突然遭
遇太空碎片威脅，空間站內的4名美
國人、2名俄羅斯人和1名德國人共計
7名太空人不得不緊急進入飛船避
險。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稱，衛星碎
片已於15日下午遠離國際太空站。美
國太空總署（NASA）則聲稱，太空
站每隔90分鐘仍會經過或靠近碎片
區。

歐洲軍
發展歷程

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歐政策強硬且多變，歐
盟逐漸失去對美信任。法國總統馬克龍多次強調建
立歐洲軍的必要性，更批評北約已 「腦死亡」 。

歐盟同意組建歐盟同意組建
一支人數高達一支人數高達55萬萬
至至66萬的特遣部隊萬的特遣部隊。。

歐盟僅組建了兩個各有歐盟僅組建了兩個各有
15001500人的戰鬥小組人的戰鬥小組，，且至且至
今未真正執行過任務今未真正執行過任務。。

法國提出獨立於北約的法國提出獨立於北約的 「「歐洲干歐洲干
預倡議預倡議」」，，旨在加強歐洲防務合旨在加強歐洲防務合

作作。。目前已有德國目前已有德國、、意大利意大利
等共計等共計1313國加入國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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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至2020年

美國從阿富汗倉促撤軍，令歐盟感到警
惕。本月，歐盟提出在2025年前建立5000
人聯合軍隊的計劃。 來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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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執法人員16日在邊境處
用催淚瓦斯驅趕難民。 路透社

冀實現海陸空快速部署 擺脫對美依賴

世界矚目的中美元首視頻會晤歷時3
個半小時。此前，西方輿論不斷降低期
望值，認為這次會晤不會有具體成果，
也不會發表聯合聲明，只是為當前緊張
的兩國關係降降溫。但這種看法顯然過
於悲觀，從會晤結束後發表的新聞稿
看， 「兩國元首均認為，這次會晤有利
於增進雙方相互了解，增加國際社會對
中美關係的正面預期，向中美兩國和世
界發出了強有力信號」 。拜登有關 「中
美關係只能搞好，不能搞砸」 的表態無
疑是積極的，美方領導人在某種程度上
是在嘗試回答 「如何搞好中美關係」 這
道必答題。美國主流媒體就此評論道：
「這次會晤成為構築長期穩定的中美關
係的開始」 。

這次兩國元首視頻會晤是在中美關
係處於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舉行的，體
現了高度的戰略性。習主席把中美關係
放在百年歷史進程之中來看待。他強
調，過去50年國際關係中一個最重要的

事件，就是中美關係恢復與發展，造福
兩國和世界；未來50年，國際關係最重
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須找到正確的相處之
道。但美國是一個被選舉綁架的國家，
頻繁的選舉讓政客們變得極為短視。剛
剛當上總統的拜登，馬上又要面臨兩年
一度的中期選舉，迫使民主黨不得不圍
繞着選舉的指揮棒打轉。正因為如此，
連基辛格都感嘆 「美國缺少戰略」 。當
然政客們沒有時間思考戰略，不等於美
國缺少戰略學者。但把中國當成敵人或
渲染 「中美衝突必然論」 ，這類學說給
美國領導人灌輸多了，大概率會把中美
關係帶偏航道，甚至出現迎頭相撞的危
險。習主席坦率地告訴拜登， 「一個政
治家的所作所為，無論是非功過，歷史
都要記上一筆。希望總統先生發揮政治
領導力，推動美國對華政策回歸理性務
實的軌道。」 但拜登能否頂住壓力、拿
出足夠的勇氣和魄力，還有很多的變
數。當然，這些年來，世界大量的政治
學者總是低估拜登的政治運作能力。但
願這一次拜登的所作所為能與世界的普
遍期待相脗合。

早在2014年，中方就提出了 「不衝
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的

對美十四字方針。習主席這一次明確提
出了處理中美關係的三原則，即 「相互
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相互尊
重，首先是尊重彼此的社會制度和發展
道路，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
切。

和平共處的基本底線是不衝突不
對抗。既然美方多次提出 「中美持久
共存論」 ，作為呼應，中方這次提出
「和平共處」 ，對共存的定義作了進
一步界定，即以和平代替對抗和衝
突。拜登在會談中提出，為了防止競
爭變成衝突，美方認為，一是要建立
「常識性的護欄」 ，二是以21世紀交
規推進國際體系的自由、開放和公正
性。也算是把美國 「防止衝突論」 進
一步系統化了。

「和平共處」 這個詞，早在上個
世紀20年代蘇聯誕生的時候就由列寧
提出來了，當時的背景是 「資本主義
國家正想方設法把共產主義扼殺在搖
籃之中」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如何
共處成為那個時代的新課題。新中國
成立以後，我們先後與緬甸與印度簽
訂條約，將和平共處作為處理國與國
關係的基本準則。斗轉星移，中國如

今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關
係變成了世界老大與老二的關係，同
時也面臨兩大社會制度完全不同的國
家如何相處的問題，美國強行把世界
劃分為 「民主」 與 「威權」 國家，本
身就是不民主的做法。這一次拜登在
會晤中重申， 「美方不尋求改變中國
的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
對中國，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 的表
態，可以視為拜登政府大半年以來對
華政策全面反思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至於合作共贏這一條，絕不是簡
單的、你贏我輸的零和遊戲。經濟學
的 「做大蛋糕論」 不是學術界的杜
撰，而是實實在在的道理。但這幾
年，這個經被美國民粹主義者念歪
了，一些人把美國今天的經濟和社會
矛盾激化的原因歸咎於中國，把中國
作為美國衰落的替罪羊，中美關係的
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的戰略誤
判造成的。

習主席這次講得很清楚，對美好生
活的嚮往，是中國的奮鬥目標和發展的
最大動力， 「中國民族血液中沒有侵略
他國、稱王稱霸的基因」 。新中國成立
以來，我們沒有主動發起過一場戰爭或

衝突，沒有侵佔過別國一寸土地。習主
席通過美國人能聽得懂的語言，對中國
發展的戰略意圖作了清晰的闡釋。如果
美國不抱偏見地看待中國崛起，就不應
當把中國視為威脅。

世界早已變成了 「地球村」 ，彼此
相互依存，人類太多的挑戰無法獨自應
對，從氣候變化到新冠疫情等。即便是
美國眼下面臨的31年以來最嚴重的通脹
危機，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國拋棄對華合
作之路的結果。在過去幾十年間，中國
大量價廉物美的商品輸往美國，在幫助
美國抑制通脹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而
美方不能正確看待中方的比較優勢，相
反卻倒打一耙，大打貿易戰，結果自釀
苦果。不過，離中期選舉投票日還有近
一年時間，拜登政府現在着手調整關稅
和貿易政策還來得及。

筆者注意到，白宮發表的元首會晤
新聞稿相對簡短，在一些重大敏感問題
上輕描淡寫，說明拜登政府為了應對國
內反華派的需要，有意避重就輕，由此
可見，拜登政府如何把不搞 「新冷
戰」 、 「不與中國發生衝突」 落到實
處，還存在不少困難。中美關係重回正
軌之道注定是不平坦的。

中美元首視頻會晤尋求雙方和平共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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