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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印度，
6 月 8 日同印度外长苏什马·斯瓦
拉杰举行会谈。这是印度总理纳
伦德拉·莫迪履新以来，中印两国
政府间首次高级别会谈，获西方和
印度媒体高度关注。

外媒认为，莫迪上任后急见邻
居，可能有意从中国寻求印度经济
改革良方。

意外示好邻居
美联社说，由于中国实力增长

和长期以来的中印边界争端，印度
一直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竞
选期间，莫迪曾放言，印度不想与
中国发生战争，但会准备应对中国
的“扩张心态”。

然而，作为“经济特长生”，莫
迪上任首周的外交举措令印度公
众深感意外。他邀请周边国家的
领导人出席自己的就职仪式，包括
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

美联社认为，莫迪上述举动既
能转移印度公众对竞选分歧的注
意力，又能强化印度在本地区的作
用，同样为王毅访印作出铺垫，表
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可以更
进一步。

《今日印度》半月刊则认为，面
对与日本、越南和菲律宾之间的紧
张关系，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再
平衡战略，中国领导层渴望与印度
改善关系。

亟待中国投资
美联社说，鉴于中国在全球举

足轻重的经济地位，莫迪将讨好北

京，以寻求使印度经济摆脱停滞状
态。

报道分析，印度可能会从中国
寻求发展制造业的经验。制造业
占印度经济比例仅为 15％，而这
一数字在中国为 31％。吸引外国
投资对印度增加就业同样重要，印
度每年大约 1300万年轻人进入劳
动力市场。

王毅说，中印有望尽快达成中
国在印度设立产业园区的协议。
但中国仍在等待印度给予更加优
惠的政策。

印度方面数据显示，中国是印
度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接近
700 亿美元。印度对华贸易赤字
从 2001 年至 2002 年期间的 10 亿
美元，飙升至超过 400亿美元。

智库机构美国印度研究所外
交政策专家兰吉特·古普塔说：“这
项赤字持续增长，极为难堪。”

鹰派疑虑犹存
古普塔告诉印度 Zee 新闻网

站，王毅访印是“好兆头”，“中国想
尽一切办法示好印度新政府，这是
非常好的姿态”。

他说，随着印中关系改善，“印
度有希望继续走上增长之路，恢复
在亚洲的地位”。

不过，莫迪的一些政治盟友仍
对中国抱强硬态度。鹰派组织国
民志愿团高级领导人拉姆·马达夫
8 日在《印度快报》专栏写道：“莫
迪政府应该意识到，外交政策的真
正挑战不是来自巴基斯坦，而是来
自中国。”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综合新华社电 多名武装人员 6月
8日晚袭击了巴基斯坦第一大机场——
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并与安全部队交
火持续至次日，造成包括 10名武装分子
在内的 29人丧生，另有 23人受伤。据巴
基斯坦媒体 9 日报道，巴基斯坦塔利班
随后宣称对袭击负责。

卡拉奇机场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
间 8日 23时 20分左右，10名武装分子身
着机场安全部队制服潜入机场，随后向
安全人员投掷手榴弹并开火。袭击发生
后，机场全部航班停飞，包括 7架国际航
班在内的约 20 架航班受到影响。巴基
斯坦军方发言人 9日说，经过军方、机场

安全部队和警方 5 小时的联合行动，10
名武装分子已被全部击毙。

巴基斯坦民航局 9 日发表声明说，
在安全部队宣布机场地区的武装分子已
被清除后，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已经重
新对乘客开放。巴军方发言人早些时候
表示，军方已将机场移交给民航局，安全
部队完成对机场及周边地区搜索清除行
动，确保没有任何遗留爆炸物。

巴基斯坦塔利班发言人夏希杜拉·沙
希德对媒体表示，该组织实施了这一袭
击，以报复去年 11月美军无人机炸死该
组织前首领哈基穆拉·马哈苏德。

沙希德称，这次袭击也“是对巴军方

未经宣布的行动的反应”，威胁“将在未
来继续展开类似袭击”。巴军方近期对
武装分子在北瓦济里斯坦地区的多个据
点进行空袭，打死数十名武装分子。

来自医院方面的消息说，除 10名武
装分子被击毙外，另有 19人在此次事件
中死亡，其中包括 9 名机场安全部队人
员、1名警察和 1名准军事部队成员。23
人在袭击中受伤，伤者多为安全人员。

另据巴基斯坦媒体 9 日报道，一个
载有什叶派穆斯林朝圣者的车队 8日深
夜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边境地区
遇袭，至少 30人在袭击中死亡。目前袭
击者身份不明。

新总理对华示好 老邻居共谋合作

印度改革觅中国良方

5月 16日，在印度瓦多达拉，印有莫迪形象的纸板捆在一个路口的
交通标志上。 新华/法新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海军导弹
驱逐舰海口舰、导弹护卫舰岳阳
舰、综合补给舰千岛湖舰、和平方
舟医院船组成的舰艇编队，6 月 9
日分别从海南三亚、浙江舟山军港
起航，赴美参加“环太平洋－2014”
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参加由
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

依据专家解读，中国此次参加
“环太”演习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
不过仍可以看出，阻碍中美两国关
系的因素依旧存在。

首度受邀参加
美国海军说，本次演习时间为

6月 26日至 8月 1日。23个国家将
派遣 40余艘舰艇和潜水艇、200余
架飞机以及超过 2.5万人参加此次
演习。中国首次受邀参加。

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梁阳介绍，
中国海军将派遣4艘舰艇参加，分别
为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导弹护卫舰岳
阳舰、综合补给舰千岛湖舰及和平方
舟医院船。中方此次将参加火炮射
击、综合演习、海上安全行动、水面舰
艇演练、军事医学交流、人道主义救
援减灾和潜水等7个科目的演习。

除此之外，中美双方将依托和
平方舟医院船和“仁慈”号医院船
举办医学论坛，并互派人员驻船参
观见学。

梁阳介绍，根据演习计划安
排，6月中旬，中国、新加坡、文莱 3
国参演兵力将在关岛附近海域与
美海军“乔辛”号巡洋舰会合，随后
组成联合编队向夏威夷珍珠港航
行。航渡期间将进行编队队形变
换、通信操演、吊放小艇、占领阵
位、海上补给、应急情况处置、轻武
器及主炮对海射击等科目训练。

展现合作姿态
就中国首次受邀参加“环太”演

习，多名专家认为，此举对于促进中
美两国交流与合作、维护地区和平
与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展
现出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防务，
加强同周边国家合作的姿态。

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

员张军社大校说，中国参加 2014年
“环太”演习有两方面积极意义：首先
表明中美两国海军关系不断成熟和
稳定；其次，参加演习有助于美国和
其他国家减少对中国的误解和误判。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朱峰说，中国此次参加“环太”军
演，标志着中国重视中美关系，重
视合作，展现中国愿意更多地参与
亚太地区防务的姿态。

限制因素犹存
此次“环太”演习既包含一些

传统安全项目，包括反潜、扫雷等，
也增加了一些非传统科目，例如海
上安全协作、人道主义救援和医学

交流等。此次军演中，中国主要参
与非传统安全项目。

张军社介绍，依据“环太”演习惯
例来看，传统安全项目主要由美国及
其盟国进行。这可能与美国一些限
制中美两国军事交流的法律有关。

他说，这些现行法律包括 2000
年的《美国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
正案》，至少在 12个领域限制了中
美两军更深层次的交流和发展。

朱峰说，这些法律带有歧视
性，包括禁止中方人员参观美国高
新技术设施，禁止中国参与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的一些活动，成为中
美两国交流和合作最重要障碍。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中国海军首次参加“环太”演习
这一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联合军演由美国主导，迄今已举办23次

“环太平洋”演习由美国主导，
被称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多边海
上联合演习。自 1971年起，定期
在夏威夷附近海域举行。

苏联解体前，“环太”演习每年举
行一次；苏联解体后，每两年一次。
起初，“环太”演习以美苏两大军事体
对抗为背景，主要针对苏联太平洋舰
队。苏联解体后，“环太”演习逐步转
变为和扩大到加强地区海上力量合
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等方面，演习

科目也从传统的联盟作战逐步扩大
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人道主义救
援减灾、医疗救灾以及反海盗等。

“环太”演习至今已举行 23
次。2012年，22个国家参与演习，
其中，俄罗斯属首次参加。今年，
参加国增加至23个，其中，中国和
文莱首次参加。

23 个国家将派遣 40 余艘舰
艇、200余架飞机参加此次演习。

（据新华社电）

“环太平洋”演习的由来
▶▶相关链接

巴基斯坦最大机场遭袭
致 50余人伤亡 系巴塔所为

66月月 88日日，，士兵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真纳国际机场警戒士兵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真纳国际机场警戒。。 新华新华//法新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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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埃及国家电视台6月9日报道，埃
及新总统塞西当天委任原临时政府总
理马赫莱卜重新组阁，马赫莱卜将更换
少数部长，改组后的内阁将一直工作到
新议会产生。再次受命出任总理的马
赫莱卜曾是前总统穆巴拉克所领导的
民族民主党成员。

日学者批安倍“找事”
数十名日本知名学者组成的“立宪

民主之会”6月9日在国会内举行报告会，
批评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手法。
相关学者指出，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与
立宪主义背道而驰，不仅不能保护国民
生命安全，反而会让日本更不安全。

(均据新华社电)

塞西委任原总理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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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伊朗 6月 9日在日内瓦开始
为期两天的双边谈判，谋求在即将举行
的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新一轮对话前弥
合双方分歧，以争取在新一轮对话中各
方能取得实质成果。双方均未透露本次
会谈可能涉及的内容，外界普遍猜测双
方将谈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相关问题。

美伊开启双边核谈

中美日三国主要参演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