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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局勢緊張 歐洲武器進口增幅居全球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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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開打 美軍火商大發戰爭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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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懷鬼胎

【 大 公 報 訊 】 綜 合 路 透 社 、 商 業 內 幕 、 The Intercept
網站報道：以美
國為首的北約國家多年來不斷向烏克蘭及其周邊國家輸送武器，刺激地區
緊 張 局 勢 不 斷 惡 化 。 斯 德 哥 爾 摩 國 際 和 平 研 究 所 （ SIPRI
） 日發表報告
稱， 2017-2021
年，歐洲武器進口增幅居全球之冠，美國依然是全球最大的
武器出口國，佔全球份額 39%
。分析指，洛克希德馬丁、雷神等美國軍火
商成為俄烏軍事衝突背後的大贏家，趁機大發橫財。受近期局勢影響，歐
洲多國已宣布將增加軍事開支，相信歐洲將繼續增加武器進口。

▼烏克蘭士兵13日在
基輔前線手持 「標
槍」 導彈。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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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RI 周 一 發 表 的 報 告 指 出 ，
2017-2021 年 全 球 武 器 出 口 較
2012-2016年減少4.6%，歐洲武器進口
卻增加了19%在全球武器買賣的佔比從
10%增加到13%。往後這比率還會 「大
幅」 增加。負責撰寫報告的資深研究員
韋茲曼稱， 「歐洲是新熱點」 ，這一上
升趨勢從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愈發明
顯。

美議員和軍火商相勾結
報告稱，美國武器出口相較
2012-2016年增長14%，佔全球份額的
39%。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近年來不
斷 「拱火」 俄烏衝突，向烏克蘭提供武
器裝備援助，而背後受益者都是美軍工
複合體和 「恰好交易」 軍火商股票的美
國議員們。美媒稱，自去年1月起，美國
對烏軍事援助已達12億美元（約93.6億
港元），向烏克蘭運送了包括 「標槍」
導彈在內的1.7萬多件反坦克武器，以及
2000枚 「毒刺」 防空導彈等武器裝備。
值得注意的是，美媒1月中報道，

北約對烏援助軍火（部分）
SIPRI報告要點
2017-2021年
• 歐洲武器進口增幅最大，比

2012-2016年高出19%，佔全球
武器交易的13%。歐洲最大的武
器進口國是英國、挪威和荷蘭。

•美國武器出口相較2012-2016年

增長14%，佔全球份額的39%。
中東地區佔美國武器出口的
43%。

•俄羅斯武器出口相較2012-2016

年 下 降 26% ， 佔 全 球 份 額 的
19%。

•法國武器出口相較2012-2016年

增長59%，佔全球份額的11%。

SIPRI網站

美國
• 包括 「標槍」 導彈在內的1.7萬多件

反坦克武器，2000枚 「毒刺」 防空
導彈，以及輕型武器和各種彈藥。

• 自去年1月起，美國對烏軍事援助已

達12億美元。

德國
•一改 「不向衝突地區運送武器」 的政

策，1000枚反坦克武器，500枚 「毒
刺」 防空導彈，以及2700枚 「針」
式便攜式防空導彈。

英國
•2000多件NLAW反坦克火箭筒。

荷蘭
•200枚 「毒刺」 防空導彈。

大公報整理

「標槍」 的生產商雷神和洛克希德馬丁
公開對投資者宣稱，俄烏緊張局勢加劇
有利於其商業發展。幾乎與此同時，他
們生產的軍火經由美國政府之手被運往
烏克蘭。商業內幕網站披露，至少18名
美國聯邦議員或其配偶持有這兩家公司
的股票。以佐治亞州共和黨議員格林為
例，她2月22日購入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股
票。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
軍事行動。格林當天發推特稱： 「戰爭
是筆大生意。」

德擬購35架F-35
美國前眾議員加巴德2月表示，拜登

政府只要保證不接納烏克蘭加入北約，
就可以阻止俄烏爆發戰爭，但他們偏不
這樣做，軍工複合體將因戰爭大賺一
筆。The Intercept網站上周發表評論
稱，美國和北約如此大規模地向烏克蘭
運送武器可能會延長戰爭時間。然而，
歐洲國家似乎已經走上了一條 「不歸
路」 。受俄烏局勢刺激，德國、瑞典和
丹麥等國已宣布將增加軍事開支，預計
會進口美國F-35戰機、導彈和其他重型
武器增強軍備。德國總理朔爾茨宣布將
一次性投入1000億歐元用於德聯邦國防
軍的軍備升級，將每年的國防預算增至
GDP的2%以上。路透社14日援引德國政

府消息人士稱，德國將購買35架洛克希
德馬丁製造的F-35戰機，已替換其老化
的 「陣風」 戰鬥機。分析指，這一計劃
勢必引起法國不滿。
此外，俄烏第四輪視頻談判本港時
間14日下午開始，但歷時3小時後暫停，
將於15日繼續。烏方稱此次將討論確保
烏克蘭獲得安全保障和俄撤軍問題，兩
國代表預計數日內會達成一些初步成
果。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14日
表示，俄軍不排除對烏克蘭大城市取得
全面控制的可能性，俄羅斯對烏克蘭去
軍事化的所有計劃將在此前規定的期限
內完成，但他未公布具體時間。

外匯儲備遭凍結 俄恐債務違約
【大公報訊】據路
西盧安諾夫14日表示，
透社報道：俄羅斯有價
在西方阻止莫斯科獲得外匯儲
值1.17億美元（約9.1
備中的美元和歐元後，俄羅斯
億港元）債券將於本周
將使用其外匯儲備中的人民
三到期。屆時俄方需要支
幣。財政部將指示用外幣支付
付債券息票，且不允許以盧
16日到期的主權歐洲債券的
布或其他貨幣支付。國際貨
息票，但如果外匯支付請求被
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
西方銀行拒絕，也可以用盧布
爾基耶娃13日警告，西方對
支付。
俄羅斯的制裁限制其取得資
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
源和償還債務的能力，俄債
稱，西方制裁增加了俄羅斯出
▲民眾13日在莫斯科一間麥當勞餐廳用餐。
美聯社
務違約已不再是不可能。俄
現債務違約的風險， 「俄羅斯
當局指責西方國家試圖通過
有足夠的資金償還債務，但卻
凍結，這佔了俄羅斯國際儲備總額的
空前制裁迫使俄羅斯陷入 「人為債務
用不了這些錢。」 不過她也表示，各
近一半。 「凍結俄羅斯銀行和俄羅斯
違約」 。
銀行對俄羅斯的風險敞口總額約為
政府的外匯賬戶，是一些國家試圖主
俄財政部長西盧安諾夫13日表
1200億美元，這個數字雖然不小，但
導一場沒有實際經濟基礎的人為違
示，由於受到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
債務違約也不至於引發全球金融危
約。」
約3000億美元的黃金和外匯儲備已被
機。


周德武

美國拒絕出兵烏克蘭的深層原因

世界

俄烏戰爭已經開打18天，正呈擴大
化之勢，且烈度不斷升高。一是雙方軍
人的死亡人數在上升；二是對平民的連
帶傷亡在增加；三是逃亡的烏克蘭難民
人數已經超過280萬，正釀成新的人道主
義災難；四是中東戰火重燃，伊朗向伊
拉克境內的以色列戰略基地發射導彈，
大有開闢 「第二戰場」 之勢。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續打悲情牌，
把烏克蘭的命運與西方世界緊密捆綁，
強調這場戰爭 「不僅是對烏克蘭的威
脅，也是對歐洲和世界和平的威脅」 ，
要求西方國家爭分奪秒地向烏克蘭提供
飛機、防空系統及其他武器，呼籲北約
不要害怕俄羅斯，在烏設立禁飛區，否
則俄羅斯襲擊北約的領土 「只是時間問
題」 。美國一些議員為此呼應道： 「即
使不在烏克蘭大面積設立禁飛區，是否
可以考慮在人道主義走廊上空設禁飛
區？」
澤連斯基痛罵北約不給力，在俄羅

斯面前表現得很懦弱，但他心裏非常清
楚，沒有西方的武器及輿論支持，烏克
蘭的抵抗勁頭將一落千丈。而烏克蘭人
表現出的 「戰鬥到底」 的精神，反過來
又讓西方倍感鼓舞，形成了相互強化效
應。一些學者指出，自2014年俄兼併克
里米亞之後，烏克蘭人的國家認同感迅
速上升，仇俄情緒空前強烈，而2月24
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出兵行動，讓俄烏
兩家有了世代血債，並將成為幾代人的
記憶，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並不看好未
來烏克蘭與俄羅斯雙邊關係的政治前
景。
美國一邊造輿論，說中國是俄羅斯
的堅強後盾，並造謠說， 「俄羅斯正在
向中國尋找武器和經濟援助」 ，另一方
面不斷敲打中國，警告中國不要輕舉妄
動，否則將面臨美國的 「次級制裁」 。
值得注意的是，前幾天，美國政府和國
會相互配合，火速通過一項法案，向烏
克蘭提供高達136億美元的經濟、人道主
義和軍事援助，其中30億美元用於購買
軍事設備，為俄烏戰爭火上澆油。與此
同時，一些知名專家學者在美國主流報
章撰文，拚命給中國戴高帽子，稱 「只

有中國出面，才能勸導普京停戰」 ，鼓
動中國前去撲火。一些輿論就此評論
道，美國不斷往裏澆油，給烏克蘭遞刀
子，大火豈能熄滅？
俄烏開戰以來，美國死死守住底
線，堅決不與俄羅斯打地面戰，無論澤
連斯基怎麼使用激將法，美國就是按兵
不動。拜登政府非常清楚，美國直接參
戰得不到民眾的支持，且容易讓美國的
國家戰略失焦。在俄烏戰爭爆發之際，
美國廣播公司（ABC）搞過一次民調，
61%的18至39歲年輕人不主張捲入這場
戰爭，拜登政府必須順應民意，否則即
將到來的中期選舉，民主黨將會輸得精
光。特朗普執政期間，他一直攻擊前幾
屆政府錯誤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
戰爭， 「損失了六、七萬億美元，可以
把美國重建兩次」 。為此，特朗普不惜
與塔利班達成撤軍協議，儘管這個任務
最終是由拜登來完成，且在撤退過程中
發生了美國大兵受襲等嚴重事件，讓民
主黨有所失分。但撤出阿富汗是美國國
家安全戰略轉型的需要，即未來美國的
主要威脅在亞太，美國必須集中有限的
力量聚焦於此，中國才是美國時刻不能

忘記的真正對手。
俄烏戰爭目前處於膠着狀態，由於
烏克蘭得到充分的後援，俄羅斯拿下這
場戰爭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最好的結
果就是1939年蘇聯與芬蘭之戰的翻版，
即以俄羅斯的慘勝為代價，烏克蘭從此
宣布中立，並宣布割讓克里米亞、承認
頓巴斯共和國（領土或由頓涅斯克和盧
甘斯克共和國的合併項，以及這次戰爭
得以擴大的地盤所構成）獨立，以換取
烏克蘭的重建機會，假以時日，烏克蘭
加入歐盟之後、變成另一個繁榮的芬蘭
也未可知。
由於美國不直接參戰，只是拉長俄
烏戰爭的時間，但難以改變俄烏戰爭的
結果。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先後主導
了數次戰爭，由於師出無名，肆意破壞
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甚至炮製了
「人權高於主權」 等一系列理論，為今
天的世界紛爭留下了巨大後遺症。
比較一下美國主流媒體的戰爭敘事
體，前幾場戰爭都是美國主動發動，媒
體的視角更多地是把美國塑造成 「救世
主」 的形象，站在所謂的道義制高點
上，重點刻畫米洛舍維奇政權是如何迫

害科索沃少數民族，本拉登是如何襲擊
世貿大樓，薩達姆是如何實行獨裁統
治，百姓如何民不聊生等等，以此激起
民憤，提高美國民眾對戰爭的支持度，
而電視鏡頭中很少涉及美國大兵對當地
平民的無辜傷害。
而這一次，美國主流媒體為了塑造
俄羅斯的殘暴形象，更多聚焦於這場戰
爭如何傷害烏克蘭平民，向美國人展示
戰爭的另一面，從地鐵站內避難的普通
百姓，到地下室內生育的產婦；從居民
樓被炸到醫院被毀，以及百萬難民躲避
戰火踏上逃難之路等悲慘場景，一一地
呈現於美國觀眾面前，讓他們真正全方
位目睹到戰爭的殘酷，這既是一次心靈
的洗禮和靈魂的拷問，也是一次真正意
義上的戰爭教育，拜登要想說服美國百
姓把自己的兒女送到烏克蘭戰場，難度
只能比過去更大了，無異於政治自殺。
從這個意義上說，隨着俄烏戰爭進入短
兵相接階段，美國出兵的可能性只會更
小，美國會更加堅定 「隔岸觀火」 的立
場，時不時給戰火澆點 「汽油」 ，賣點
軍火，這既是美國最擅長的，也是最符
合美國核心利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