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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格尔木消防支队迅速行动精心
印制千余份通告，积极发动宣传大使、
民警、社区职工、物业人员等深入辖区
各类场所进行广泛张贴及宣讲，并就

《通告》 的内容和要求对各社区负责人

员、物业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耐心地讲解
和指导，宣传人员还重点走进饿了么、
美团等餐饮配送行业开展上门式宣讲，
讲解了电动车充电、停放需要规范的行
为，以及落实停放、充电的管理责任和

遇到违规行为该如何处理。并要求各单
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要严格按照 《通
告》 内容强化管理、全力做好自查自
纠，及时消除火灾隐患，防止事故发
生。

通过发放张贴 《通告》，时刻提醒了
广大市民要注意消防安全，进一步提高
了大家消防安全意识，并对做好冬春火
灾防控工作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讯员 马煜）

近日，格尔木市政府召开冬春火灾防
控工作集中约谈会，总结通报近期全市消
防工作情况，深入研判分析全市火灾形

势，对冬春火灾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
调。

会上，格尔木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刘

冰通报了近期全国部分省市典型火灾案
例，全市各职能部门汇报了本部门、本行
业消防工作开展情况，并分别作了表态性

发言。与会人员共同学习解读了《消防责
任制实施办法》。

（通讯员 郭帅帅）

连日来，格尔木公安消防支队组织检
查组先后深入青海盐湖集团、青海锂业有
限公司、青海涩北采气一厂、青海中信国
安锂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中石油、中石化加
油站等易燃易爆危险品企业开展消防安

全检查。
检查中，检查组通过座谈了解、实地

检查的方式，对各场所消防安全管理、消
防设施配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进行查
看，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同时，还就企业专职消防队制度建设、装
备配备、队伍管理、执勤训练等，与企业负
责人进行座谈交流，并要求企业务必要重
视消防安全问题，结合企业发展实际，配
备专业化、有针对性的特种消防装备，加

强企业工艺处置队伍建设，制定针对性
强、操作性强的灭火应急预案，开展经常
性灭火救援演练，切实提高企业自防自救
能力。

（通讯员 郭帅帅）

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欲以岛屿防
御为名，将“出云”号“准航母”升格为航
母。专家指出，“出云”号“航母化”实现
起来不难，但整体作战能力恐有限。航
母对于岛屿防卫并无实质意义，所谓防
卫名目不过是政府军扩的借口。

近来，日本强化海军力量动作不
断，其中不乏引进被认为具有“攻击性”
装备的举动。有分析认为，日本正在逐
步摆脱“专守防卫”原则。而一旦“专守
防卫”成为一纸空文，恐引发新一轮军
备竞争，使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

“出云”号寻求“航母化”
据多家主流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

近期欲以岛屿防御为名将“出云”号“准
航母”改造为正规航母。

《产经新闻》报道称，防卫省希望对
“出云”号进行必要改造，以支持 F－
35B 垂直起降型战斗机的起降和运用。
F－35B 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
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中的垂直起降
型机种，可实现短距离起飞和垂直着
陆，能适用于比普通航母甲板更狭窄的
两栖攻击舰。

“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是目前日
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级别的驱逐舰，舰长
248 米，满载排水量约 2.7 万吨，可搭载
14 架直升机。由于具有航母般的全通
甲板，一直被外界视作“准航母”。目
前，日本共有两艘“出云”级直升机驱逐
舰，分别是 2015 年服役的“出云”号和
2017 年 3 月正式服役的“出云”级二号
舰“加贺”号。

难度虽低 实力有限
据日本媒体报道，“出云”号升级为

航母的具体改造方案还在研究之中，包
括提高甲板耐热性能以及舰载机离舰
方式。“出云”号改造成航母后可搭载 10
架 F－35B 战斗机，用于离岛防卫及海
上补给，计划在数年内投入使用。

日本反战团体“反对武器输出网
络”代表杉原浩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日本在建造“出云”号时就设想到了
将来实现其“航母化”的可能性，但想要
配备美国航母一样的起飞弹射装置则
相当困难。而舰载机的轻量化又势必
导致航母整体攻击能力降低。

从“专守防卫”原则来看，日本宪法
不允许日本拥有攻击型航母及洲际弹
道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等攻击型武
器，这也是历届日本政府所秉持的立
场。据《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
以岛屿防御等目的为名，将改造后的

“出云”号定位为“防御型航母”。
外务省前高级官员孙崎享告诉新

华社记者，拥有航母对于日本的岛屿防

御来说并无实质性意义，而所谓“防御
型航母”的名目则是“安倍晋三政权的
另一个谎言和诡辩”。
日海军不可小视 逐步摆脱“专守防卫”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日本海上
自卫队强化装备力量动作不断，海防力
量得以进一步提升。2017 年 11 月，日
本“苍龙”级潜艇的第十号艇“翔龙”号
在神户正式下水，令日本的常规潜艇阵
容增加到 19 艘。目前还另有两艘“苍
龙”级潜艇尚在建造之中。日本防卫省
在 2017 财年预算及 2018 财年预算草案
中也分别划拨巨额资金用于研发建造
两艘 3000 吨级别排水量的新型潜艇装
备。

除“出云”级的两艘驱逐舰“出云”
号和“加贺”号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
还拥有两艘具有全通甲板的“日向”级
直升机驱逐舰“日向”号和“伊势”号。
就反导装备而言，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
拥有四艘“金刚”级及两艘“爱宕”级“宙
斯盾”驱逐舰，另有两艘新型“宙斯盾”
驱逐舰在建造和准备建造中，预计将于
2020年之后正式投入使用。

此外，有媒体报道称，日本还计划
从 2018财年起的 4年内建造 8艘新型驱
逐舰，以强化日本的岛屿防御能力。
2017 年底，日本内阁通过一份高达 5.19
亿日元的防卫预算，实现了安倍再次执
政后连续第六年增长。伴随着防卫预
算的不断增长，日本政府近来也积极探
讨引进一些被认为具有攻击性的武器
装备，其中包括引进射程长达 900 公里
的攻击型远程巡航导弹及对“出云”号
的“航母化”改造。

《东京新闻》报道称，为配合“出云”
号“航母化”，日本正在讨论引进具有垂
直起降功能的 F－35B 战斗机。与此同
时，防卫省也计划将引进 F－35B 等相
关内容写进政府预计明年提前实现修
改的“防卫计划大纲”之中。

《朝日新闻》指出，安倍正在逐步摆
脱“专守防卫”的制约。政府在财政困
难的背景下依然选择扩充军费，恐将引
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杉原浩司认为，“专守防卫”原则基
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所规定的“不
保持战力”，而“禁止拥有攻击型武器”
则是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一旦该原
则成为一纸空文，事态将会失去控制，
并开启无限制的军扩之路。他表示，这
样做的后果将会导致区域内新一轮军
扩竞赛愈演愈烈，军事紧张感不断增
加。日本应和区域内各国一道停止强
化军备，寻找其他缓和紧张和建立互信
的道路。 新华社东京1月11日电

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 近日，美国
第三舰队航母“卡尔·文森”号从圣迭戈海
军基地起航，开赴西太平洋执行任务。随
着朝鲜半岛局势升温，美国海军推出“第三
舰队前移”战略，在过去一年中将原本主要
在东太平洋活动的 3 艘航母先后派往西太
平洋。

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消息，“卡尔·文
森”号航母打击群 4日至 5日携 6000名官兵
正式开拔，打击群长官约翰·富勒在一份声
明中说：“我对本航母打击群承担越来越多
的任务表示期待，我们为执行任务已经进
行了足够的训练。”

此次和“卡尔·文森”号一同前往西太
平洋的美军舰船还包括“张伯伦湖”号导弹
巡洋舰、“迈克尔·墨菲”号导弹驱逐舰、“韦
恩·梅耶”号导弹驱逐舰以及超过 70 架飞
机。美方没有公布“卡尔·文森”号航母打
击群执行任务的内容以及时间表。

美国海军于 2015年首次提出“第三舰
队前移”战略，2016 年派遣 3 艘驱逐舰赴
西 太 平 洋 执 行 任 务 。 2017 年 1 月 ，“ 卡
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赴西太平洋，实
现在这一战略下航母打击群首次跨战区执
行任务。当时，“卡尔·文森”号航母游
弋范围南至新加坡，北至朝鲜半岛以东水
域，多次穿行中国东海、南海等水域。

“卡尔·文森”号去年 6月 1日同日本海上
自卫队进行联合演习后，于 6 月下旬返回
圣迭戈军事基地。

“前移”战略

在“第三舰队前移”战略下，去年美国
航母在西太平洋比较活跃。“尼米兹”号航
母在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途中两次经过西太

平洋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演习；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去年 10 月从圣迭
戈起航前往中东途中经过西太平洋。

去年 6 月，“卡尔·文森”号航母和驻扎
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第七舰队航母“罗纳德·
里根”号进行联合演习；去年 11 月，“尼米
兹”号和“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以及“罗
纳德·里根”号航母在日本海进行了罕见的
三航母联合演习，被外界看作是华盛顿对
平壤的秀肌肉之举。

通过频繁向西太平洋派遣第三舰队航
母，美国海军事实上已经在西太平洋维持
了“双舰队”的存在。对于“第三舰队前移”
战略，美海军高层官员毫不讳言这一举措
是针对朝鲜。

美第三舰队司令诺拉·泰森中将去年
早些时候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第三舰队
正式实施“前移”战略之前同第七舰队进行
长时间磨合，以保证能够良好配合。

“黄蜂”出击

除将第三舰队赴西太平洋常态化以
外，美军新近还将”准航母”两栖攻击舰“黄
蜂”号划拨第七舰队，进一步加强海军在东
亚的军事实力。

“黄蜂”号是目前美国主力的“黄蜂”级
两栖攻击舰首舰，其威力不可小视，在新一
代“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服役前，“黄蜂”
是世界上吨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黄蜂”
号两栖攻击舰的甲板可供直升机以及可垂
直起降的 F－35B战斗机使用。

“‘黄蜂’号加入第七舰队，意味着我们
最先进的海空战斗平台在一线服役。”“黄
蜂”号舰长安德鲁·史密斯上校在一份声明
中表示。

昆仑消防视角昆仑消防视角

格消防开展易燃易爆危险品企业消防安全检查

格市政府召开冬春火灾防控工作集中约谈会

格消防千余份通告助力冬春火灾防控工作

“卡尔·文森”号为何再赴西太平洋

“卡尔·文森”号上的战斗机、武装直升机群。（资料图）

力求“出云”号“航母化”

日本意欲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