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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在今后数年乃至
数十年内体现英国在全球舞
台上的决心。”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本月7日在以她命
名的英国最新航空母舰服役
仪式上说。然而，两周后，这
艘英国史上最大、 最贵战舰
曝出严重漏水现象， 将不得
不接受维修。

英国国防部19日说，“伊
丽莎白女王” 号航母在海试
期间螺旋桨传动轴的密封出
现问题。英国《太阳报》披露，
这艘航母有两个螺旋桨，其
中一个的传动轴橡胶密封圈
密封不严， 导致海水流入舰
内，每小时漏水量为200升。

“伊丽莎白女王” 号是
“伊丽莎白女王” 级航母首
舰，排水量6.5万吨，耗资31

亿英镑（约合274亿元人民
币），可搭载最多40架美国制
造的F—35B型战机。

《太阳报》报道，“伊丽莎
白女王” 号将返回位于罗塞
斯的干船坞修理， 估计耗资
数百万英镑。 英国航空航天
系统公司则表示， 不必返回
干船坞， 维修将于明年初开
始，耗时数天，不会影响明年
的海试计划。

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这
是令英国海军“非常难堪”的
事件。 国防部前高级官员克
里斯·帕里告诉英国媒体，新
航母漏水，听上去“令人非常
尴尬”，“但实际上没有什么
大不了”，“战舰在海上行驶
总会漏进一些水”。

■据新华社

引进陆基“宙斯盾”
日开启新一轮军备扩张
相比萨德，导弹射程更远，防御范围更大 我外交部：望慎重行事

日本内阁19日通过决议，正式决定引进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日本各界对此举合理
性、必要性及紧迫性提出一系列质疑。

分析人士指出，引进陆基“宙斯盾”开启了日本新一轮军备扩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期表
态，欲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以实现防卫策略的“根本性转变”，防卫预算也可能继续攀升，日本防
卫正呈现“转守为攻”趋势。

分析人士指出， 从目前态
势看，引进陆基“宙斯盾”只是
日本新一轮军备扩张的开始，
日本政府近期已频频表态欲
“爆买”美国其他武器装备。

防卫省此前称， 欲引进射
程达900公里的远程巡航导弹，
并拟于2018财年防卫预算中
增加相关经费。

尽管小野寺强调此举只是
为了日本的本土防御， 但远程
巡航导弹覆盖面广且具有较强
攻击性， 日媒将此举广泛解读

为“以进攻敌方基地为目的”。
《朝日新闻》13日发表社

论， 称引进远程巡航导弹已超
越日本战后一直奉行的“专守
防卫”理念，而日本“转守为攻”
恐将引发周边国家不安， 反而
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前田哲男认为，陆基“宙斯
盾”并不仅是反导系统的一环，
只要填装巡航导弹， 它也能具
备强大攻击力， 所谓的反导防
御可能被用作提升攻击能力的
借口。

陆基“宙斯盾”是由美国军
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
发的陆上部署型导弹拦截系
统，与舰载“宙斯盾”系统具有
相近的反导能力， 在维护便利
性、 全天候运转方面则更具优
势。相比“萨德”反导系统，陆基
“宙斯盾”导弹射程更远，防御
范围更大。

19日举行的日本内阁会议
认为，面对“朝鲜问题等威胁”，
日本有必要“从根本上强化反
导系统， 拥有可持续的反导能
力”， 因而决定引进两套陆基
“宙斯盾”。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
府计划将这两套陆基“宙斯盾”
配置在秋田、山口两县，计划于
2023财年内正式投入使用。

此前，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
寺五典曾表示，陆基“宙斯盾”
每套造价约为800亿日元（约合
7.1亿美元）。但《朝日新闻》引
用防卫省的消息说， 引进陆基
“宙斯盾” 将采用由美方提供

“有偿军事援助”的方式。这种
方式对美方没有约束， 甚至可
以不遵守事先约定的价格和供
货期限， 所以引进陆基“宙斯
盾”的费用有可能增加，最终单
套价格可能会突破1000亿日元
（约合8.9亿美元）。

19日， 大批日本民众来到
国会附近举行集会，高举“和平
反战”、“废除新安保法”等标语
进行抗议， 对日本政府未经国
会审议草率引进陆基“宙斯盾”
表达不满。

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
党众议员初鹿明博表示，在日本
政府总体财政状况堪忧、甚至社
会福利开支都被削减的背景下，
政府却要为每套价格超千亿日
元的陆基“宙斯盾”买单，这种做
法不禁令人产生危机感。

日本军事评论员前田哲男
认为，安倍政府以“朝鲜威胁”为
由引进陆基“宙斯盾”，但这一装
备要到2023年才能投入使用，并
不能解安倍口中的“燃眉之急”。

自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以
来，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5年攀
升。由于陆基“宙斯盾”相关经
费的加入，如无意外，今年日本
防卫预算将迎来“六连涨”。

不过， 分析人士指出，尽
管安倍政府很想扩张军备，但
也面临现实困难。除日本政府
本身面临的财政困难外，还有
根据“防卫计划大纲”制定的
“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对5年
防卫预算总额的限制。

前田哲男认为，安倍曾明

确表示不会受限于“防卫预算
占国内生产总值1%以下”的
制约，这意味着未来日本防卫
预算将继续攀升。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
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本
月11日访问日本时说，日本计
划部署的陆基“宙斯盾”“是美
军在管理，对这一点我感到很
担忧”。 同一天， 俄外长谢尔
盖·拉夫罗夫也表示， 部署陆
基“宙斯盾”“将改变东亚安全
形势”。 ■综合新华社

服役十余天
英最大航母漏水

我外交部

针对日本政府引进陆基
“宙斯盾”的决定，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19日表示，希望
日方慎重行事，为促进地区的
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华春莹说， 由于历史原
因， 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
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的关注。在反导问题上，中国
政府一贯认为这事关全球战
略稳定和国与国之间的互
信。 各国既要考虑自身安全
利益， 也要尊重其他国家合
理的安全关切。

希望日方慎重行事

摆出“转守为攻”姿态

将迎“六连涨”

分析人士
尴尬了

也门胡塞武装19日向沙
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发射一
枚弹道导弹， 声称目标是沙
特王宫。导弹被沙特拦截，没
有人员伤亡。 这是两个月内
胡塞武装第二次向沙特首都
发射导弹。

沙特为首的打击胡塞武
装联军当天说， 拦截一枚射
向利雅得南部的胡塞武装导
弹， 没有收到地面人员伤亡
报告。

一些沙特民众在社交网
络上传视频和照片， 显示天
空中有一小股烟， 看似胡塞
武装导弹遭拦截的画面。

胡塞武装证实向利雅得
发射导弹， 称目标是沙特王
宫。德新社援引胡塞武装高层

领导人阿里·卡胡姆的话报
道，“因为我们收到情报，沙特
领导层正在里面开会。”

卡胡姆称，选择当天向沙
特发射导弹，还因为时值沙特
领导的联军打击胡塞武装行
动1000天。战局僵持至今，胡
塞武装先前多次向沙特发射
导弹。上月4日，胡塞武装首次
用导弹攻击利雅得，导弹在利
雅得国际机场空域被拦截。

沙特19日再次指认，胡
塞武装的导弹由伊朗提供。
伊朗则坚决否认， 强调美国
当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宣称伊
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随后发动伊拉克战争，却
始终没有发现这类武器。

■据新华社

胡塞武装
“斩首”行动没成功拦截了

导弹射程更远，防御范围更大对比萨德

防卫预算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英国海军12月19日确认，本月初开始服役的该国最大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因故障漏水。 新华社图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
19日到访日本，与日本外相河
野太郎举行会谈并与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会面。康京和代表
韩国总统文在寅邀请安倍出
席明年2月韩国平昌冬季奥运
会开幕式，未获得肯定答复。

外长会谈结束后，河野太
郎对媒体说，他在会谈中敦促
韩方“稳步执行”日韩2015年
达成的“慰安妇”问题协议。河
野太郎说康京和介绍了“慰安
妇”协议韩方工作组的工作进
展， 但他拒绝披露细节情况。
韩国朴槿惠政府2015年年底
与日方突然宣布达成《韩日慰
安妇协议》。 这份协议在韩国
遭到广泛反对。

韩联社19日援引韩国外交
部的消息报道， 韩日外长当天
重申， 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
题是双方共同目标， 将继续通
过外交努力， 以强有力的制裁
和施压迫使朝鲜重返对话。韩
国外交部说，韩日外长商定，双
方应紧密合作，管控当前局势。

邀安倍看冬奥
未获肯定答复

韩日外长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