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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公墓、南陵公墓
环境优美，骨灰免费寄存，草坪墓园
电 话 ： 13897588177 13007716995
17716005119地址：南山公园东侧

专业通下水
15297091140
清理化粪池

（1）新宁路新宁花苑，临街
铺面写字楼778㎡、1870㎡
招租，交通便利位置佳，业
态不限，价格从优，可带项
目合作。（2）中心广场北广
场对面，长江路D栋高层写
字楼出租、出售，共七层，每
层2100㎡价格面议。
电话：13897582662张先生

西宁颐宁公墓
地址：城西区羚羊路直上山电话：0971-6308997、6300721
园林化设计、人性化服务

银鹰护卫招聘
男押运员、驾驶员各30名，工作地点:
西宁、海东、海西。电话:5209302

当地时间16日，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
防长在东京进行面对面会谈，就共同开发第
六代战斗机的具体合作事项达成一致。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制战斗机几乎一
直是日本的不二之选。而在美制第五代
战斗机 F-35已成为日英意三国空中力量
更新换代的绝对主力后，“美国货”怎么突
然不香了？

2035年完成研发
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英国国防大

臣华莱士、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 16
日在位于东京的防卫省大楼举行三边会
谈。这是三国防长首次举行会晤。

三国防长称，欧洲与亚洲的安全保障
密不可分，宣布将在印度洋与西太平洋地
区加强防务合作。其中的重中之重是集
三国各自所长，确保到 2035 年完成第六
代战斗机的研发。

去年 12 月，三国首脑宣布将各自新
一代战斗机的研发计划合并，并将之命名
为“全球空战计划”（GCAP）。这是二战以
来三国首度合作，更是日本自二战以来首
次与美国之外的国家展开大型军事工业
合作。但对于具体的合作方式与工作分
配，三国并未谈妥。

此次三国防长会晤期间，三方各自的
军工巨头，即日本三菱重工、英国 BAE 系
统公司、意大利莱昂纳多集团的高层人员
也参加会谈，确认将紧密合作。

此外，欧洲导弹集团和日本三菱电机
公司将参与六代机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

系统的研发。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
日 本 石 川 岛 株 式 会 社 以 及 意 大 利 Avio
Aero公司将联合研发六代机的发动机。

两名消息人士 15 日称，日本和英国
均将承担项目研发费用的 40%，意大利将
承担 20%。在合作期间，三国将深化彼此
间科技合作，整合供应链，进一步加强军
事工业基础。

试图“弯道超车”
尽管其志不小，但日英意三国在瞄准

六代机之前，实质上已经放弃了独立研发
和装备五代机的打算。不仅素来仰美国
鼻息的日本大批采购 F-35 战斗机，而且
航空工业实力相当雄厚的英国和意大利
也是如此。

按照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战斗机
划代标准，第五代战斗机是目前最先进的
战斗机，仅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极少
数国家具备独立研发的实力与条件。其
中，美国的 F-22、F-35 和中国的歼-20 是
仅有的具备实战能力的代表作。

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传统军
工强国之所以纷纷放弃独立研发五代机，
根本原因还是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研发
与制造一款先进战机的时间与资金成本
大大提高，能够单独负担的国家屈指可
数。五代机已然如此，六代机还要在此基
础上再有所提高，其研发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美国 F-35 战斗机采取的多国
联合研发和装备的模式，让这些逐渐掉
队、却又有着不俗工业基础的国家看到了

“弯道超车”的希望。目前，除日英意的
“全球空战计划”外，法国、德国和西班牙
也计划在 2040 年前合作完成六代机的研
发和实战部署。

结果恐难预料
可是，这些国家为何愿意抱团取暖，却

不愿与工业实力更为强劲的美国合作呢？
首先，一款先进战机的研发不仅关系

到国家安全，也关系到产业与经济。假如
日英意的六代机项目取得成功，那么三国
的航空工业不仅能够重回世界的顶点，还
能为各自创造和维持成千上万的就业机
会，并为武器出口打开大门。

其次，美国对于先进军事科技极尽垄
断，哪怕对盟国也不例外。美国愿与盟国
合作研发 F-35 战斗机不假，但从不出口
F-22战斗机也是真。日本曾多次求购 F-
22，均被美国拒绝。而在转向与欧洲合作
之前，日本最初的计划也是向美国军工巨
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寻求帮助，只因美
方拒绝与日本分享关键技术而作罢。

在日英意三国达成协议后，一位日本
防卫省官员不无雄心地表示，美国有 F-
35，欧洲有“欧洲战斗机”，日本的目标则
是制造出超过这些机型的战斗机。

但日本不要忘记，纵然自身具备一定
的科技经济基础，工业实力较为雄厚，可
这么多年过去了，日本又有哪款主战装备
用的不是“美国货”？在这样的不平等关
系下，日本另立门户有多大胜算？

据《新民晚报》报道

新华社东京3月18日电 韩国总统尹
锡悦近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双方
决定让因强征劳工等问题受损的两国关
系“恢复正常”，并重启两国首脑定期互访
的“穿梭外交”。

韩方以在强征劳工问题上让步的方
式改善两国关系，在韩国国内引发民意强
烈反弹。分析人士指出，日韩关系改善很
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操纵，服务于美国战略
利益。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依旧很多，
分歧难以弥合。

日韩关系近年来进入“战后最糟糕”
时期，最主要症结是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
赔偿问题。本月 6日，韩国政府发表有关
二战期间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
的解决方案，为访日扫除障碍。16 日，岸

田文雄与尹锡悦在首相官邸举行会谈并
共同会见记者。两人在会谈中就重启双
边首脑会晤以及安全、经济对话等达成一
致。

然而，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财团筹
措资金、替被告日本企业代付赔偿金的劳
工索赔问题解决方案在韩国国内引发强
烈不满。盖洛普韩国公司一项调查显示，
近六成韩国民众因该方案没有日本道歉
和赔偿而表示反对。

连日来，韩国多个市民团体举行抗议
集会，斥责尹锡悦政府“屈辱”“卖国”。韩
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称
上述解决方案是对强征劳工受害者的“二
次加害”，是“韩国外交史上的耻辱和污
点”。尹锡悦赴日当天，韩国大学生在首
尔总统府前举行集会，表示“不需要代替

赔偿的钱”，称这是“对青年的侮辱”。
除了强征劳工问题，日韩之间还有

“慰安妇”问题和领土争议等其他一系列
悬而未决的难题。韩国朴槿惠政府曾于
2015年 12月与日方就补偿“慰安妇”受害
者方案达成协议，日方同意向韩国政府主
导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出资 10 亿日
元，却称其出资性质不是“国家赔偿”，协
议遭到韩国国内广泛批评反对，文在寅政
府上台后解散了该基金会。

有分析认为，在此次日韩修复关系的
过程中，美国推动起到重要作用。美国希
望拉拢日本和韩国，强化三方在军事、经
济等方面的合作，为其“印太战略”服务。

有日本学者认为，美国操弄下的日韩
“走近”得不到民意支持，双方矛盾分歧无
法从根本上弥合，双边关系发展并非坦途。

新华社安卡拉3月17日
电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7
日说，土耳其认可芬兰为加
入北约所做出的努力，决定
开始推进批准芬兰加入北约
的相关程序。

埃尔多安当天在安卡拉
与到访的芬兰总统尼尼斯托
举 行 的 联 合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说，土耳其注意到芬兰近期
在争取加入北约方面取得的
实质性进展，芬兰满足了土
耳其就自身安全关切提出的
要求，土耳其决定开始推进
批准芬兰入约的相关程序。

埃尔多安同时表示，他
要求瑞典向土耳其引渡 120
名“恐怖分子”，但瑞典一直
没能做到，这是土耳其无法
推进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原
因。

尼尼斯托对埃尔多安的
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表示芬
兰仍然希望看到瑞典加入北
约，并认为芬兰不会在没有
瑞典的情况下正式成为北约
成员国。

按 照 土 耳 其 的 立 法 程
序，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将就
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议题进
行表决。

由于瑞典此前发生针对
土耳其的示威活动，土耳其
曾照会瑞典大使，就示威活
动提出抗议。埃尔多安曾表
示，土耳其对芬兰加入北约
持积极态度，而对瑞典则不
是。

瑞典和芬兰 2022 年 5 月
申请加入北约。同年 7月，北
约 30个成员国的代表签署芬
兰 和 瑞 典 加 入 条 约 的 议 定
书。按照规程，北约必须在
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前提
下才能吸纳新成员。目前，
土耳其和匈牙利尚未正式批
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三国防长首次会晤 撇开美国想要单飞

日英意要合造第六代战斗机

日韩分歧缘何难修复

土耳其将启动批准
芬兰加入北约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