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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墜機事故發生後，美國駐歐空軍發言人表
示，非常重視對已墜毀無人機的保護和回收， 「但
目前還沒有找到這架飛機」 。這名發言人強調，對
無人機殘骸的搜尋定位，仍然是美方的 「優先事
項」 。當被問及俄方也在積極尋找該架無人機時，
美軍高層表示，美國已經採取措施，以確保俄方在
打撈到無人機殘骸的情況下，仍無法從中獲取任何
敏感情報。

俄派出兩艘特殊打撈船
一位接近俄羅斯國防部的消息人士16日表示，

俄海軍的水下機器人在黑海約900米深處海域發現
了無人機，兩艘特殊打撈船已經駛向附近海域。距
離這一區域不遠處，有一條 「南溪」 天然氣管道的
深海支線。

據悉，其中一艘特殊打撈船配備有實驗室、地
震傳感器、回聲測深儀及水下照相機等搜索設備。
另一艘則配備了起重機。消息人士此前表示，只有
借助深海潛水艇才有可能將無人機殘骸打撈出來。
俄官方暫未就相關事宜作出回應。

美 「死神」 無人機墜毀後，俄方稱，不會因無
人機事件尋求與美國對抗，但莫斯科將捍衛自己的
利益。五角大樓則表示，美方將繼續 「依照國際法
在國際空域飛行和行動」 。兩名美國官員17日稱，
一架美國RQ-4 「全球鷹」 無人機17日飛越黑海，
這是14日後美軍首次在該地區開展類似行動。

俄：沒必要對美國人客氣
飛行追蹤網站顯示，該架 「全球鷹」 無人偵察

機明顯和14日無人機墜毀的空域，保持了距離。
「全球鷹」 從意大利錫戈內拉空軍基地起飛後，先
是在羅馬尼亞領空盤旋，隨後進入黑海上空，但始
終沒有跨越克里米亞地區的100公里線。此外，該
架 「全球鷹」 沒有橫穿克里米亞南部海岸，而是飛
到更東靠近索契的方向。

俄羅斯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17日就無人
機事件表示，美國人自大無比，沒有必要對他們客
氣。 「當然，我們仍需與他們保持軍事溝通，特別
是在像參議員格雷厄姆這樣的美國混蛋叫囂要擊落
俄羅斯飛機的背景下。」

「全球鷹」 是目前全球機身最大的無人偵察
機，最遠航程超過2.2萬公里，可在空中滯留近兩
天時間。由於機身龐大且不具備隱形能力， 「全球
鷹」 很容易被雷達發現，加上沒有配備攻擊武器，
在遭遇防空導彈時幾乎沒有反抗能力。2019年6
月，伊朗防空部隊曾擊落一架美軍 「全球鷹」 無人
機。

俄烏衝突去年爆發以來，美國在黑海附近的偵
察能力大幅提高。去年11月，美國向希臘拉里薩空
軍基地轉移了8架MQ-9 「死神」 無人機，以加強
黑海-烏克蘭方向的無人機偵察集群。

美記者：華府早預謀炸「北溪」
另外，2月撰文披露美國策劃炸毀 「北溪」 管

道的美國記者赫什近日指出，美國多屆政府通過禁
令、制裁等施壓手段，對俄羅斯向歐洲供應能源進
行阻撓。拜登在2014年擔任美國副總統時，就警告
俄羅斯必須遵守美國的規則，埋下了8年後 「北
溪」 管道被炸的種子。拜登當上總統後，無視歐洲
盟友的利益，去年批准摧毀 「北溪」 管道。而拜登
和他的團隊可能永遠不會承認他們的所作所為。

【大公報訊】綜合俄新社、英國《每日郵報》、路透社報道：美
軍一架MQ-9 「死神」 無人機14日在黑海上空遭兩架俄羅斯蘇-27戰機
攔截，隨後墜毀在黑海水域。俄羅斯國防部消息人士稱，俄海軍的水
下機器人在塞瓦斯托波爾附近約900米深處海域發現該無人機。另
外，一架美國RQ-4 「全球鷹」 偵察無人機17日再次抵達黑海上空，
但飛行路線有了明顯變化。路透社稱，鑒於美國已恢復派無人機前往
黑海上空執行任務，區內局勢持續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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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F-16遇阻 土耳其國產戰機亮相
【大公報訊】綜合 「動力」 網站、路透社報

道：土耳其被美國踢出F-35戰機項目後，求購
F-16又遭遇重重阻礙，為追求國防自主，土耳其
致力開發自製的TF-X隱形戰機。外媒披露，第
一架TF-X戰機原型已完成系列滑行測試，18日
將正式亮相，有望今年內首飛。

據悉，TF-X在16日進行了滑行測試。軍方
放出的照片顯示，TF-X已經上了灰色塗裝，但
進氣口和部分整流罩則塗了較淺的顏色。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17日要求議會盡快批准
芬蘭加入北約的申請程序。埃爾多安指出，他曾

要求瑞典向土耳其引渡130名 「恐怖分子」 ，但
瑞典一直沒能做到，這是土耳其無法推進批准瑞
典加入北約的原因。

匈牙利亦決定於27日舉行批准芬蘭加入北約
的投票。報道稱，芬蘭入約的最後障礙已被掃
除，但瑞典的加入進程卻陷入尷尬。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17日表示，有必要
讓芬蘭和瑞典都迅速成為北約正式成員，至於它
們是否同時加入其實並非關鍵。消息人士透露，
北約內部希望，土耳其議會能在5月大選後、7月
的北約立陶宛峰會前，批准瑞典加入北約。

法國示威罷工蔓延 巴黎萬噸垃圾圍城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報

道：法國馬克龍政府16日繞過國民議會強
行通過有爭議的養老金改革法案，在野黨
已提交兩份不信任動議，將於20日進行辯
論。法國民眾繼續上街示威，由於 「存在
擾亂公共秩序的嚴重風險」 ，巴黎警方18
日禁止在協和廣場及香榭麗舍大道周邊舉
行所有集會。截至18日，全法已有超過
300人被捕。

針對馬克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預計將
於22日前進行表決，需要約半數右翼共和
黨人支持，這個可能性並不高，外界預料
馬克龍政府有望挺過不信任表決。法媒
稱，自馬克龍的第二任期開始以來，這已
經是總理博爾內第11次在國民議會動用憲

法第49.3條繞過國民議會了。
數千名法國民眾17日晚在協和廣場示

威，有人向安全部隊投擲瓶子和煙花，安
全部隊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在東南部城

市里昂，示威者試圖闖入市政廳並放火。
與此同時，各大工會呼籲市民於23日舉行
第九輪全國大罷工。

由於環衞工人罷工持續，巴黎市內大
量垃圾堆積。巴黎市政府17
日稱，巴黎待清理的垃圾已
逾萬噸。內政部長達爾馬寧
表示，在緊急情況下，環衞
工人應被徵用，清空垃圾
桶，以保障城市的最基本服
務。

【大公報訊】綜合德國之聲、俄
新社報道：波蘭總統杜達16日表示，
將在未來數天內向烏克蘭交付4架米
格-29戰機。斯洛伐克政府17日批准
向烏克蘭提供13架米格-29戰機的計
劃。這兩國是首批響應基輔戰機援助
請求的北約成員國。克里姆林宮17日

表示，波蘭和斯洛伐克提供的戰機，
「都會被摧毀」 。

俄烏衝突爆發後，波蘭、斯洛伐
克等位於東歐的北約成員國一直堅定
支持基輔。德媒稱，兩國此次提供的
戰機已進入最後幾年的運行期，但仍
可以投入使用。俄烏都在使用米

格-29戰機，對飛行員培訓的要求比
西方戰機低得多。

不過，斯洛伐克提供戰機的決定
遭到了國內反對黨的強烈反對。分析
稱，斯洛伐克的下一次大選將於今年
9月舉行，反對黨獲勝的概率較大。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
日前表示，尊重波蘭和斯洛伐克 「做
出的主權決定」 。當被問及美國是否
會提供F-16戰機時，柯比仍然很謹
慎，表示 「這一點現在不在考慮範圍
內，另一個國家宣布提供戰鬥機並不
影響或改變我們對F-16戰機的決
定」 。

克宮發言人佩斯科夫17日重申，
西方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不會改變俄
羅斯的軍事目標，只會給烏克蘭人民
帶來更多不幸。 「當然，這些裝備全
部都會被摧毀」 。

話你知



「全球鷹」無人機
•是目前全球機身最
大的無人偵察機，
最大時速超過600公
里，最遠航程超過
2.2萬公里；

•由於機身龐大且不
具備隱形能力，
「全球鷹」很容易
被雷達發現；

•自身沒有防禦系
統，遭遇防空導彈
時幾乎沒有反抗能
力；

•2019年6月，伊朗
防空部隊擊落一架
美軍 「全球鷹」無
人偵察機。

「死神」無人機
•最大時速可達480公
里，為長航時中高
空大型 「察打一
體」武裝無人機；

•可執行攻擊、情報
搜集、監視與偵察
任務，NASA將其
用於科學研究，美
國海關及邊境部門
則採購多架用於邊
境巡邏；2020年1
月，美軍在伊拉克
用 「死神」無人機
發射地獄火導彈，
擊殺伊朗伊斯蘭革
命衛隊 「聖城旅」
指揮官蘇萊曼尼。

大公報整理

▲▶俄方據稱已派出兩艘特殊打撈船駛向尋獲墜毀無人機的海域。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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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TF-X戰機16日進行滑行測試。網絡圖片

▲巴黎待清理的垃圾已逾萬噸，行人快速經過。 法新社

美續挑釁 再派全球鷹飛越黑海

◀示威者在巴黎協和廣場抗議
養老金改革，巴黎警方18日已
禁止民眾在此聚集。 法新社

▼美國一架RQ-4 「全球鷹」
偵察無人機17日再次飛越黑海
上空。 資料圖片

北約兩國擬供烏戰機 克宮矢言摧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