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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艦率40艦艇南海維權演習
專家：真正實現戰鬥力保障力雙結合

呼倫湖號綜合補給艦參數
排水量：滿載48000噸
全長：241米
全寬：32米
最高速度：25節

武器裝備：尚無數據
艦載機：尚無數據
最大補給量：共可攜帶船用燃油10000-15000萬噸
、 艦 載 機 航 空 煤 油 5000 噸 、 淡 水
1000-1500噸、乾貨彈藥3000噸

飛行員：626人
參謀：40人

全寬：70.5米

非同尋常 展示強大海軍實力
此前據《解放軍報》報道，海軍近期
將在南海海域舉行實戰化演練。外界預計
這將是本年度解放軍實戰化訓練中最受關
注的首場大戲。路透社援引一些西方分析
人士的說法稱，本次為中國航母遼寧艦首
次參加演習，海軍艦隻以一種極具視覺衝
擊力的隊形排列，這次非同尋常的大展示
體現了中國軍方日益增強的海軍實力。
知名軍事問題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
宋忠平向大公報指出，遼寧艦在南海進行
大規模的軍演屬例行軍演，也是讓航母實
現實戰化訓練的一個重要舉措。這次軍演
遼寧艦率領了四十來艘艦艇，實際上會分
為紅藍雙方進行對抗性的演練。這次演練
顯示遼寧艦將會盡快形成戰鬥力，來參與
南海維權的行動。

羅斯福」號編隊近期可能通過印度洋，進
入南海。
對此，宋忠平指出，美國實際上是為
了顯示其在南海的軍事存在。他強調，這
一行為儘管有其所謂維護自由航行權的考
慮，但亦是對中國主權和正當權益的干涉
，南海問題是涉及到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
整問題。中國並不否認美國在南海有通行
權、自由航行權，但是這種航行不應該以
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不能以中國主權利
益為代價，中國在南海進行了這方面的軍
事演習，恰恰是要維護自己在南海的核心
利益。
宋忠平指出，現在解放軍各個軍兵種
都在以實戰化訓練為主軸，提高打贏複雜
環境下現代化戰爭的能力。這次演練中，
航母已經作為核心作戰裝備參與到南海的
作戰訓練中，這體現出中國未來將會強調
航母的核心作用，也說明航母現在已經真
正實現了戰鬥力和保障力的雙結合，未來
將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發揮強大
作用。

強調航母核心 維護國家主權
值得注意的是，3月27日，美國海軍學
院新聞網報道稱，美國海軍宣布，在中東
地區完成為期4個月部署的 「西奧多．羅斯
福」號航母打擊大隊離開第5艦隊防區，進
入了印度洋上的第七艦隊防區。當天，這 ▲2017年元旦，遼寧艦與數艘驅逐艦組
支航母打擊大隊與印度海軍 「塔拉喀什」 成編隊，攜帶多架殲-15艦載戰鬥機和
網絡圖片
號護衛艦進行了聯合演習。有猜測稱， 「 多型艦載直升機在南海演練

國際賞櫻周無錫開幕 冀促中日交流
【大公報訊】記者賀鵬飛無錫報道：
春光正好，位於無錫太湖黿頭渚的兩萬多
株櫻花恣意綻放。 「
2018無錫國際賞櫻周
暨中日櫻花友誼林建設31周年紀念」28日
在此開幕，數萬名中外遊客共賞絢爛櫻花
。出席活動的日方人士表示，希望由此增
進中日各界交流，並進一步推動中日友好
和世界和平。
「無錫國際賞櫻周」緣起於1987年，
由日本友人阪本敬四郎、長谷川清巳發起
的 「日本友誼林建設實行委員會」與無錫

市開展共建 「中日櫻花友誼林」民間友好
活動，迄今已連續開展31年，先後已有1.6
萬餘人次的日本友人來到無錫參與植櫻和
各類友好活動。
日美駐滬總領事片山和之表示，從31
年前種下的1500株櫻花，到如今的近3萬株
櫻花， 「無錫國際賞櫻周」一年比一年熱
鬧，促進了日中兩國乃至多邊國際化的交
流，在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這一
值得紀念的年份舉辦這樣的活動，希望能
令日中關係得到進一步發展。

▲衛星圖片拍攝到中國海軍艦艇
在南海行進，至少40艘艦艇分列
「遼寧」 號航母前後
網絡圖片

將分紅藍兩方進行對
抗性演練，顯示遼寧
艦將盡快形成戰鬥力
，參與南海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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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作為核心作戰裝
備參與，強調航母核
心作用，展現戰鬥力
與保障力雙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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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美國等國不斷強
化在南海軍事存在，
展現中方維護自己在
南海核心權益的決心

056型導彈護衛艦參數

全寬：11.14米

對空導彈系統

•3座1130近防炮

•2枚RBU-12000
反潛火箭

•6套×24管干擾
彈發射器

•24架殲-15戰
鬥機
•4架直-18J預
警直升機
•6架直-18F反
潛直升機
• 2 架 直 -9C 搜
救直升機

演練將強調實戰化、
在複雜環境背景下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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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葛沖據專家採訪整理）

全長：88.9米

• 3 套 紅 旗 -10 艦

遼寧艦南海演練看點

1

滿載1440噸

•艦載對海雷達
彈制導雷達

遼寧艦

排水量：標準1300噸

陣雷達

•9M330對空導

耐力：45天

呼倫湖號

星」 有源相控

•對空警戒雷達

速度：30節
據觀察者網報道，從這張26日拍攝的
照片上看，除了航母，參演軍艦至少有40
艘。觀察者網軍事觀察員表示，圖中最大
艦隻即為遼寧艦，最左為 「呼倫湖」號綜
合補給艦。此外，路透社發布的另一張照
片中，還有4艘潛艇＋2組空中加油機／受
油機編隊。根據衛星圖像，有推測指052D
導彈驅逐艦、054A彈道驅逐艦、056型導
彈護衛艦亦參與了此次編隊演習。

•346型 「海之

艦載機

全長：306.5米

船員：1,960人

武器裝備

滿載67500噸

遼寧號航空母艦參數
傳感與處理系統

排水量：標準58500噸，

乘員

葛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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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大公報記者

艦級

27日，路透社發布衛星圖像指，目前有 「數十艘」 中
國海軍軍艦在南海的海南島附近水域舉行大型軍事演習，
其中包括航空母艦遼寧艦。報道展示了美國遙感衛星數據
公司星球實驗室（Planet Labs）的兩幅衛星照片，顯示至
少有40艘軍艦和潛艇分列在 「遼寧」 號航母前後，而隊列
前方看似由潛艇領隊，空中還有軍機編隊飛行。專家指，
這表明航母現在已經真正實現了戰鬥力和保障力的雙結合
，預料未來遼寧艦將會參與南海的維權行動。

最高速度：25節以上
乘員：60人
艦載機：設有直升飛機起降平台
，需要時可供直-9C起降

54A型導彈護衛艦參數
排水量：標準3600噸
滿載4053噸
全長：134.1米
全寬：16米
最高速度：不低於27節

乘員：180人
電戰系統：H/RJZ-726型電子
對抗系統，24聯裝
H/RJZ-726-4A 型
干擾發射裝置×2
艦載機：卡-28×1或直-9C×1

052D型導彈驅逐艦參數
排水量：6800噸至

乘員：280人

7000噸
全長：156米
全寬：17.5米

電 戰 系 統 ： H/RJZ-726 型 電 子
對抗系統，24聯裝
H/RJZ-726-4A 型
干擾發射裝置×2
艦載機：卡-28×1或直-9C×1

美各州不挺貿易戰 續向中國招商
【大公報訊】據世界日報報道：美國
總統特朗普上周簽署備忘錄，對中國發起
貿易戰和限制中國企業在美投資，但美國
的許多州長和市長卻發出不同聲音，他們
前往中國招商和設立聯絡處，希望中國企
業到他們的州和市投資。

阿肯色州經濟發展委員會執行主任普
里斯頓說，共和黨州長哈欽森2015年上任
以來就把中國作為吸引更多投資的目標，
即使華府揮起貿易制裁大棒，他們仍繼續
發展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加州西沙加緬度市長卡巴頓說，面對

聯邦政府在自由貿易上的後退，各地市長
要在保證美國對企業開放和吸引投資上發
揮重要作用。
為外國在美企業游說的 「國際投資組
織」會長麥樂農表示，許多州長向前來投
資的企業保證，將繼續開放的投資政策。

中
▲外遊客在無錫黿頭渚觀賞櫻花
大公報記者賀鵬飛攝

中國對美加徵關稅清單近完成
【大公報訊】綜合商務部網站、環球
時報、新華社報道：美國時間3月27日，美
國 AccurideCorporation 公 司 和 Maxion
WheelsAkron LLC公司申請中國鋼製輪轂
產品發起雙反調查，涉案產品約4.2億美元
。據環球時報了解，中國按照對等報復原
則對美國產品採取加徵關稅等措施的清單
亦接近制定完成，不久就會公布。
針對美方將公布的根據301調查對中國
商品大規模加徵關稅的具體清單，環球日
報發表社評指，該清單的出台嚴重違反

WTO規則和貿易互惠原則，將是美國在錯
誤道路上邁出的又一步。
文章指出，美方推出加徵關稅的具體
商品清單，由於中國的報復清單將接踵而
至，美方公布的清單與其說是打擊中國產
品的，不如說是回抽向美國自己經濟的。
美方的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越強，美方
本想制人，最終必將害己。

中鋼協：歐盟勿效美損人害己
繼美國對進口鋼鐵產品徵收25%進口

稅後，歐盟近日也宣布對進口鋼鐵產品發
起保障措施調查。對此，中國鋼鐵工業協
會28日表示，這是美國挑起事端後使問題
複雜化的做法，歐盟的這一決定將加劇國
際鋼鐵市場的不安和不穩定性。
「中國鋼鐵去產能效應的顯現帶動全
球鋼鐵市場回暖，但目前美歐採取的措施
將造成國際貿易秩序的混亂。」中國鋼鐵工
業協會黨委書記、秘書長劉振江表示， 「
我們希望歐盟認真評估美國對進口鋼鐵採
取徵稅措施的影響，審慎採取保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