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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通过联合国常规预算

联合国大会近日批准总额约为30.74亿美元的联合国
2020年度常规预算。

这是 1974年以来联合国首次以单年度为单位编制预
算，此前预算均为两年编制一次。2018至2019双年度常规
预算约为54亿美元，其中2019年度预算为28.49亿美元。

联合国常规预算用于支付维持机构正常运转所需的经
常性开支。除常规预算外，联合国还编制维和预算，维和预
算财政年度从7月1日开始，因此维和预算在夏季通过。

常规预算经费的分摊比例以各国支付能力为原则确
定。维和预算经费的分摊比例在参照常规预算经费分摊
比例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其中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被单
独列为一个级别，需分摊较高比例的预算经费。两项预
算的分摊比例每3年调整一次。

中老铁路最长隧道提前贯通

中方承建的中老铁路全线最长隧道森村二号隧道
2019年12月27日顺利贯通，比原计划工期提前7个月。

森村二号隧道全长 9384米，位于老挝琅勃拉邦省和
万象省之间的热带山林，地形陡峭、地质复杂、地下水
丰富，施工和物资运输极为困难。

自 2017 年 3 月开工建设以来，承担施工任务的中国
电建水电三局和水电十四局建设者采用“短进尺、弱爆
破、强支护、勤量测、快封闭”的方法，创下月掘进
245.8米的全线最高进度。

中老铁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
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项目，北起中老边境口岸磨丁，
南至老挝首都万象，全长414公里，其中包括总计198公
里长的76条隧道。该铁路计划2021年12月建成通车。

俄现代化武器装备占68.2%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日前表示，俄军现代化武器
装备占比已达68.2%。

据俄国防部发表的声明，绍伊古近日在一个会议上
表示，2019年俄武装力量完成换装计划，现代化武器装
备占比达到 68.2%，装备完好率达到 95%。他同时指出，
俄武装力量作战能力今年提高了14%。

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进行武
器装备现代化升级。绍伊古于 2019年 12月 9日表示，俄
军队现代化武器装备占比应在2020年达到70%。

俄罗斯军工企业金刚石—安泰公司于2019年12月23
日宣布，俄国防部已接收首套由该公司研制的S-350“勇
士”防空导弹系统。

S-350是金刚石—安泰公司为俄陆军防空部队研发的
新型中近程防空导弹系统，将用于替换部分型号的S-300
防空导弹系统。

日将向中东派遣海上自卫队

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日前决定向中东地区派遣海上自卫队。
此次日本将派出一艘可搭载巡逻直升机的护卫舰，

自卫队规模在260人左右，原本位于索马里海域参与打击
海盗活动的P-3C巡逻机也将随时听从调遣。

日本共同社说，此次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是依据
《防卫省设置法》中“调查、研究”条例。共同社指出，以前
日本自卫队向海外派兵，政府在通过内阁决议后以及活动
完成时有向国会报告的义务，而现在，政府不履行此项义
务就直接由防卫大臣发出派遣命令。这让人担忧政府在
自卫队海外派遣问题上的独断专行会进一步加强。

（均据新华社电）

国 际 时 讯

警告后，“加码”极限施压

近日，美国在将制裁“北溪—2”项目
纳入2020年国防预算法案之后，再次对这
一项目相关方施压。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国务
院官网日前发布消息称，如果参与“北溪
—2”项目的各方“不立即展现出放弃项目
的努力，美国将针对他们实施制裁。与项
目有关的各方应当在法律通过后 30 天内
终止参与项目”。

“北溪—2”项目涉及两条从俄罗斯海
岸经波罗的海到德国的天然气支线管道
建设。这两条管道输气能力达 550 亿立方
米/年，主要由欧洲公司承建。俄罗斯天然
气工业股份公司此前多次表示，管道将于
2019年建成。

2019 年 12 月 20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
签署2020年国防预算法案，其中有关制裁

“北溪—2”和“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项目
的内容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据悉，根
据这一法案，美国总统可以在 60 天内，对
参与“北溪—2”和“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
项目铺设工作的企业及个人实施制裁。

消息一出，俄罗斯与德国反应激
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表示，尽管
美国实施制裁，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
份公司拥有备用方案，“北溪—2”项目
仍将顺利竣工。德国政府称，不接受针
对德国和欧洲企业的类似超地域制裁。

目前，制裁已给“北溪—2”项目的
推进带来阻力。瑞士Allseas公司暂停了项
目的管道铺设工作，项目因此处于“停
摆”状态。

“自‘北溪—2’项目开始铺设管道以
来，美国认为这一项目有损其能源利益，
一直对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提出警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
研究员李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称，美国此次制裁行动并非突然之举，而
是在使用常规外交施压手段之后采取的
一种极限施压。

挥“大棒”，意在争取筹码

“北溪—2”项目竣工在即，美国为
何突然挥起制裁“大棒”？

“在美国看来，‘北溪—2’项目不只是
一项具有经济意义的天然气管道工程，而
是俄罗斯试图分化美欧同盟关系的一个
地缘政治工具。美国采取制裁举措，最重
要的目的是阻止俄罗斯，以此分化美欧同
盟。此外，美国国内反俄力量强大，对俄
制裁‘加码’的呼声强烈。在此背景下，美
国制裁举动也有打压俄罗斯之意，并趁机
向欧洲市场推销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中
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赵柯
向本报记者分析称。

据悉，“北溪—2”项目由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5家欧洲公司合资启
动。尽管俄罗斯和德国强调该管道纯粹
是商业性质，但美国一直声称这对欧洲
安全构成威胁，敦促欧洲国家停止该项
目，并从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

对于美国的要求，德国并不那么
“听话”。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德国进
口天然气中的50%至75%来自俄罗斯。由
于“北溪—2”项目的管道经波罗的海直
接连通俄、德两国，因此在其建成通气

之后，德国将不仅满足自身天然气需
求，而且将成为俄天然气输往其他欧洲
国家的重要枢纽。利益之下，德国始终
是“北溪—2”项目的坚定支持者。

俄罗斯同样能从“北溪—2”项目中
获益不少。除了增加天然气出口量并省
下以往因管道绕道乌克兰等国而需支付
的巨额“过路费”之外，俄罗斯还可因
此在地缘政治上扩大主动权，不用再看
途经各国的脸色。

“美国在‘北溪—2’项目进入收尾
阶段采取制裁举措，根本目的不是彻底

‘打死’这一项目，而是以此作为筹码。
如果俄、德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之后
仍有转机可能。”李峥分析称，当前，美
国对俄诉求主要有二，一是不在天然气
市场和美国打“价格战”，二是继续留用
途经乌克兰等国的管道。美国对德诉求
也较明确，即同意从美国购买更多液化
天然气，并在基础设施对接方面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

压力下，三角关系重组

根据计划，1月8日，“土耳其流”新
天然气管道通气仪式将在土耳其举行。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裁阿列克
谢·米勒近期表示，在这之后，“‘北溪
—2’也将竣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俄罗斯美国
商会会长罗江科的话称，虽然美国将针
对“北溪—2”和“土耳其流”天然气管
道项目的制裁纳入 2020 年国防预算，但
由于“土耳其流”项目所有管道已经铺
设完成，因此法案不应对这一项目产生

影响。而正在铺设最后一段管道的“北
溪—2”项目最终也会完成，美国的制裁
看起来更像是表达不满。

尽管分析普遍认为，“北溪—2”项
目不会就此“夭折”，但在赵柯看来，美
国此次制裁之举有可能将美俄欧三角关
系带至一个转折点。

“此前，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主流
观点认为，维护欧洲的和平秩序离不开
与俄罗斯的合作，因此一直在美俄之间
采取模糊战略，既不完全孤立俄罗斯，
又维系欧美同盟。美国此次制裁‘北溪
—2’发出一个清晰信号，即欧洲必须在
美俄之间做出明确选择。”赵柯认为，基
于在安全、经贸领域对美国的依赖，欧
洲即便不情愿，但仍有较大概率对美妥
协。若真如此，美俄欧三角关系的原有
平衡或将被打破，欧洲的战略重心将偏
向美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将趋于
恶化。

此外，美俄欧“天然气之争”特别
是美俄之间的能源博弈，还可能给全球
能源格局带来深远影响。专家分析称，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欧洲这一“大买
家”或将改变能源政策，与美国建立更
为紧密的供求关系，美国将从巨大的能
源消费国转变为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其
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地位由此将增强。

“作为全球两个主要的液化天然气出
口国，美俄正逐渐取代中东在全球能源
市场的影响力。‘北溪—2’项目将加速
欧洲能源进口多元化趋势。未来美俄在
欧洲能源市场占据相应份额后，如何就
能源价格达成一个类似欧佩克的新机制
性安排，从而避免价格失控，这一问题
将更为迫切。”李峥说。

迫使俄欧“北溪—2”项目“停摆”

美国想拿制裁法案争什么？
本报记者 严 瑜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布消息称，如
果 1 月 20 日前放弃参与“北溪—2”
项目，承包商可免遭美国制裁。2019
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2020
年国防预算法案，其中规定对俄罗斯
向德国输气的“北溪—2”天然气管
道项目实施制裁，要求负责管线铺设
的公司立即停止该项目建设。

一石激起千层浪。美俄欧“天然
气之争”迅速升温。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德国卢布明“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工地。 新华社/法新德国卢布明“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工地。 新华社/法新

据塔斯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已与土耳其多家公司签署合
同，用于因吉尔利克美国空军基地内设施建设。此前，美国曾
因土耳其向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导弹发出制裁威胁，对此土
耳其也曾警告，一旦美方实施制裁，将关闭包括因吉尔利克基
地在内的两座美军基地。双方摩擦中，美国为何又如常扩建在
土美军基地？

基地扩建如常

美国五角大楼网站日前发布消息，证实美国国防部与8家
土耳其建筑公司签署价值950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美军位于土
耳其境内的空军基地内设施建设，预计 2024年 12月完工。俄
罗斯卫星通讯社称，该合同说明美军打算长期留驻土耳其。

美土同盟曾因土方购买俄罗斯S-400系统出现裂痕。据路
透社报道，美国已暂停向土耳其交付 F-35型战斗机，除非土方
放弃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土耳其则坚称将完成
S-400防空导弹系统部署，并表示或将关闭美国在其境内的因吉
尔利克空军基地与北约的库雷吉克雷达站，以回应可能的制裁。

双方摩擦升温之际，美国却签署驻土美军基地建设“大订
单”。对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分析认为，合同完成期限暗指
拓建并非短期工程，这表明美国不认为土耳其将真正实行关闭
基地的威胁。

抽身中东不易

美国为何此时加强驻土美军基地？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院
长、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认为，中东是美国不会
放弃的战略重地，但如何用尽可能少的精力保持对中东的掌
控，成为美国当前的主要考虑。美国必然需要有力的“代理

人”和更加稳固的驻中东军事基地。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援引汉堡大学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

所专家乌尔里希·库恩的分析指出，当前美土围绕军备的摩
擦，对双方而言是“两败俱伤”。未来在南高加索与叙利亚等
地区问题上，美国仍需借助土耳其的力量。

此外，分别位于土耳其东西两个方向的因吉尔利克空军基
地与库雷吉克雷达站，也是美国与北约监控中东的重要据点。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刊文指出，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用
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部署有约50枚美国核武器。库雷吉克基地则部署有反导系统预
警雷达，与北约的导弹防御系统息息相关。

美土同盟依旧

分析认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而言，土耳其的盟友地
位正在上升。“如果没有土耳其，北约的东部战线将出现裂
口。”李绍先说。

彭博社日前刊文指出，土耳其作为中东要塞与北约第二大
军事力量，也“无意与北约背道而驰”，目前仅仅是与美国围
绕S-400防空导弹系统问题的争执有所升级。

“土耳其对自身的总体定位仍是西方盟国，这一点不会改
变。不论它与欧盟、美国、北约存在怎样的紧张关系，仍然不
会脱离西方或北约。”李绍先表示。

土耳其《沙巴日报》刊文展望2020年美土关系时指出，美
国国内“亲土耳其”和“反土耳其”力量相当，致使双方关系
趋于复杂。但总体上2020年美土关系将保持平稳。

“美土关系存在战略盟友基础，这种关系对双方而言不会
动摇。虽然时有激烈对抗发生，但总体的盟友关系不会改
变。”李绍先说。

一边互怼 一边签约

美土其实谁也离不开谁
林子涵

近日，在白俄罗斯首
都明斯克，近千人装扮成

“ 严 寒 老 人 ” 和 “ 雪 姑
娘”参加新年巡游。

任科夫摄 （新华社发）

明斯克举行
新年巡游

明斯克举行明斯克举行
新年巡游新年巡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