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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出訪印度  軍貿結盟

2月 24日，在印度總理納倫
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

故鄉為川普舉行了大規模招待

會，十萬多人湧入板球場參加集

會。 25日，川普與莫迪進行了一
對一的會談，隨後舉行了代表團

級會議，試圖向前推進造成分歧

的問題，主要是貿易爭端。

明確雙方軍事夥伴關係

在這些會議之後，川普表示，

他的訪問富有成果，達成了為印

度軍方購買直升機的交易。印度

將從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購買價值

26億美元的 24架配備了「地獄
火」導彈的海鷹（SeaHawk）直

升機，並且還計畫訂購 6架阿帕奇
（Apache）直升機。

川普對此表示：「我們繼續

建立國防合作的同時，美國期待

向印度提供一些這個地球上最好

的，最令人畏懼的軍事裝備。美

國和印度也會堅定地團結在一

起，捍衛我們的公民免受激進的

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威脅。」

莫迪則表示：「兩國軍工企業

將成為相互供應鏈條上的一部分；

目前印軍大部分演習都是與美軍

共同舉行；為了提高國家安全水

平並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我們擴

大了合作。」

印度正在對其軍隊進行現代

化改造，以縮小與中國（中共）

的差距，雖然俄羅斯仍是印度最

大的軍火供應國，但德里已越來

越多地轉向美國採購。自從 2007
年以來，印度從美國的國防採購

已經達到 170億美元。

美協助建核能發電廠

針對印度能源極度匱乏下的

核能發展需求，以及日益嚴重的

空氣汙染問題，雙方也達成了由

美國西屋公司提供六座核能發電

廠的規劃共識。

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石油進口

國，同時，印度耗能產業所帶來日

益嚴重的空汙也一直困擾當局。根

據WHO一項衡量汙染 500級的
政府指數，25日德里的空氣質量
處於中等水平，為 193。世界衛生

組織認為這一指標在 60以上均不
符合健康標準。對此，美印十多年

來一直商討美方向作為耗能大國

的印方提供核反應爐事宜，雙方

並於 2008年簽署民用核能協議，
2019年 3月 13日，兩國發布聯合
聲明，宣布將建造 6座核電站。
美國能源、商業部、西屋公

司、核能研究所代表，和美印戰

略夥伴論壇與印度政府官員在本

次訪印前進行了會談，預計簽署

備忘錄後，雙方將開始談判合同

細節、交貨時間表並挑選供應商。

印度外交部發言人拉韋什．庫

馬爾（Raveesh Kumar）2 月 20
日稱，美國能源公司西屋公司及

印度國營核電公司正在就推進民

用核能項目進行談判，包括雙方的

責任分工。據悉，該項可能簽署的

協議將明確在印度南部科夫瓦達

（Kovvada）建造核反應爐的時間

表，和當地主要建造商，也將解決

對印度核責任法的長期擔憂。

長期以來，美印合作民用核

能項目存在一個障礙：如何使印

度的賠償責任規則與國際標準一

致，其中一項規定是任何事故的

賠償應由運營商，而不是核電廠

的製造商負責。

印度已明確表示，任何事故

不會追溯到 2010年的《核損害民
事責任法》。此前，外國政府和供

應商認為該法提高了供應商（而

不是運營商）承擔核事故責任

的可能性。莫迪政府為了避免受

到該法的限制，試圖設立保險基

金，以賠償核事故受害者。此案

雙方雖在記者會上表明了強化民

用核能共同發展的共識，但《核責

任法》是否已完全獲得解決，以及

協議談判的細節，雙方均未透露。

能源方面最明確的成效就是

美國艾克森石油（EXXON Mob-

ile）與印度石油於雙方會晤期間，

簽訂了美方液態天然氣（LPG）

供應合約。

啟動自貿談判 雙方樂觀
對於這次訪問，啟動自貿談判

機制，應是川普的主要目的。媒體

指出，在川普「美國優先」和莫迪

「來印度製造」的政策衝突下，雙

方自貿談判之路仍形坎坷。諸如：

川普去年 6月宣布終止讓印度享
有普遍關稅優惠制度（GSP），與

印度日益增長的高關稅等貿易壁

壘問題，在在都造成雙方的齟齬。

對此，雙方官員仍希望能夠至少

磋商出 1個「軟性」的協議，讓印
度開放採購更多美國農產品及醫

材，而美國也願意重新讓印度適

用普遍關稅優惠制度（GSP）。

川普對此表示，兩國在貿易

協定方面也正在取得進展，此前

兩國之間在貿易方面的摩擦一直

處於升溫狀態。川普在與莫迪的

談話中說：「我們的團隊在全面貿

易協定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我

很樂觀地達成能夠對兩國都至關

重要的（自貿）協議。」莫迪對

此也表示樂觀，他說：「兩國貿易

部長舉行了富有成效的談判。我

們一致決定，兩國團隊應當給這

場貿易談判賦予法律形式。我們

還商定啟動大型貿易協定談判。」

雙方的會晤也觸及了 5G的服

務與技術，以及物聯網議題，特

別是這方面與農業、製造、醫療

與教育等相關聯的話題。印度電

信公司長期以來一直使用華為的

網絡設備，印度尚未就是否使用

華為 5G做出決定。

有分歧 亦有共識
媒體分析認為，在雙方貿易歧

見未除之前，大的協議是無法一

蹴可成，但小的協議，如：降低部

分農產品、消費性產品、醫療用品

關稅等，將可藉此次會晤達成，

以鋪墊後續的自貿談判。印度外

交部發言人表示，新德里不會急

於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印度不

想設定任何人為的最後期限。

但是，美印兩國也有共同

點，法廣分析指出，那就是都對

中國存有戒心，因此，此次川普

之行簽署一些包括國防領域在內

的合約，宣示意味濃厚。白宮在

川普行前發表聲明說，川普此訪

旨在進一步強化美印戰略夥伴關

係，並鞏固兩國人民關係。印度

方面指出，莫迪將與川普舉行「全

面」會談，涵蓋國防、安全、反

恐、貿易、能源、人文交流，以

及涉及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的其他

問題，兩國領導人也還就共同關

心的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

莫迪甚且在聯合記者會上稱：「我

們決定把兩國聯繫提升到全球全

面夥伴關係水平。」

川普於印度支持率逾50%
川普描述了 24日在艾哈邁達

巴德（Ahmedabad）的集會，並

再次稱讚了莫迪，也還談到了當

天人群盛況的規模：「外面有成千

上萬的人試圖進入。」在新德里，

川普 2月 25日在紅砂岩總統府接
受了正式的歡迎儀式。

印度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川普

的個人支持率超過 50%的大國之

一，並且川普的這次訪問得到了

廣泛報導，評論員們說川普第一

次正式訪問印度這個世界上最大

的民主國家，奏響了所有正確的

音符。他們還讚揚莫迪為川普帶

來了十分壯觀的招待會。《印度

時報》的頭條新聞說：「莫迪 -川

普的擁抱越來越緊。」

川普在講話中讚揚了印度作

為一個穩定和繁榮的民主國家的

崛起，是本世紀的成就之一。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美

國總統川普2月25在德里表示，印
度將購買價值30億美元的軍事裝
備，包括攻擊直升機，這是因為

兩國加深了國防和商業關係，以

試圖平衡北京在該地區的力量。

同時，川普對於雙方在重大貿易

協定上所取得的進展表示欣慰和

樂觀。此前雙方的談判人員為解

決農產品、醫療設備、數位貿易

和新關稅問題之間的分歧，而進

行了幾個月的談判。

◆伊朗第 11屆國會選舉
2月 23日出爐，敵視美國的強
硬派贏得 7成共 210個議席，
大獲全勝；支持魯哈尼總統的

改革派和溫和派僅贏得大約

20個議席。這一選舉結果勢
必將削弱走國際協調路線的

伊朗總統魯哈尼的領導力，並

可能激化伊朗與美歐國家之

間的對立。本次國會選舉投票

率僅為 42%，創下1979年伊
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的最低紀

錄。眾多伊朗選民表示，因對

體制懷有不滿才放棄投票，

突顯了伊朗民眾對政治的不

信任。在 2016年第 10屆國會
選舉中，改革派與溫和保守派

獲得多數議席，打破 2004年
後保守派主導國會的格局。

◆挪威北極圈內的「末

日種子庫」2月 25日預計將
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 6萬個
種子樣本。這個全球最大農作

物儲藏庫為了保護作物免於全

球性災難，而囤積各類種子。

最新運送的一批將讓種子庫

藏提升至約 105萬種，這些種
子放置在種子庫的 3座地窖，
這個種子庫被譽為糧食作物

的「諾亞方舟」。種子庫成立

目的在於全球面對氣候變遷、

戰爭和其他自然或人為災難

時，能夠保護生物多樣性。這

裡能容納多達 450萬份種子。
種子庫在 2008年啟用，由挪
威挹注資金營運。

◆美國一名 64歲的「瘋
狂阿伯」休斯（Mike Hugh-

es）堅信地球是平的，2月 22
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錄製節目

時，搭乘自製的火箭升空後，

似乎和發射裝置摩擦，降落傘

在充滿灰塵和沙子的空氣中

意外飄走，沒多久火箭就墜落

地面。經警方證實，火箭墜落

在空曠的沙漠，一名男子當場

死亡。休斯的發言人表示：「休

斯是真正的挑戰者，他這一生

活著就是為了挑戰不可能的事

情，他不會選擇其他的人生道

路，願逝者安息。」休斯相信

地球是平坦的，他曾說過，他

的目標是飛到外太空的邊緣，

親眼看看世界是否是圓形的。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Peter Navarro）對福克斯

新聞表示，川普總統非常關

注武漢肺炎疫情防範，要求

製藥公司盡快開發疫苗。納瓦

羅說，華府正以最快的速度

制定針對武漢肺炎的醫療措

施，包括盡速研製疫苗。「我

們已經與四家公司合作，迅

速採取行動。我認為，在（川

普）總統帶領下，我們可以將

研發時間縮短一倍。」納瓦羅

也表示，美國的供應鏈太依賴

外包，而疫情爆發將對供應鏈

造成嚴重影響。白宮現努力將

生產力轉移回美國。

式」。而阿富汗內部談判將在此

後不久開始，並在這一基礎上，

實現全面和永久的停火。會談

範圍也包括阿富汗的未來政治路

線。實現阿富汗永久和平的唯一

途徑是讓阿富汗人團結一致，對

未來道路達成共識。

聲明也說，挑戰依然存在，

但是多哈的會談為各方提供了希

望。美國呼籲所有阿富汗人把握

這個機會。

據美國之音報導，簽訂儀式

之前，各方將從阿富汗當地時間 2
月 22日開始，遵守連續 7天的減
少暴力承諾，目的是為了建立各

方信心，同時也衡量塔利班是否

能全面掌控其戰鬥力量。

簽署儀式將在卡達爾首都多哈

舉行，塔利班在多哈設立了一個非

蓬佩奧發表的聲明說，美國

和塔利班進行了深入的會談，尋

求方案結束阿富汗戰爭。美國將

從阿富汗領土撤出美軍及聯軍部

隊，而塔利班則確保不再在阿富

汗的國土上發動恐怖主義活動，

威脅美國和盟國的安全。

聲明中表示，最近幾週，美

國談判代表在多哈與塔利班達成

協議，在阿富汗全國範圍內大幅

度減少暴力。「我們正在準備於

2月 29日與塔利班舉行簽署儀

美與塔利班將簽協議  19年阿富汗戰爭可望終結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塔利班於2月
21日同時發表聲明透露，雙方將
在2月29日簽訂協議，結束歷時19
年的阿富汗戰爭。

美國總統川普與印度總理莫迪，25日於德里會晤面談。(AFP)

寰宇新聞

莫迪：要將美印兩國聯繫提升到全球全面夥伴關係水平

正式的政治辦公室。美國與塔利班

在那裡進行了長達18個月的談判。
報導稱，美國多年來一直想

把塔利班帶到談判桌，這個協議

可說是這項努力的成果。先前的

談判失敗，是因為美國希望阿富

汗能直接參與談判，塔利班卻不

同意，因為他們不想和「不合法

的傀儡政權」一起會談。

美國的目標是達成一項和平

協議，以達成川普政府從阿富汗撤

軍的願望。第一步的撤軍目標，是

將目前的部隊人數從 1萬 2000人
減少到 8600人。國防部長馬克．
埃斯珀表示：「我們有信心可以按

這個數字完成任務。」

川普之前曾一再表示，他希

望將約 1萬 2000名美國士兵帶回
家，並呼籲阿富汗自己的警察和軍

隊加緊步伐。塔利班現在控制了阿

富汗近一半的地區，幾乎每天都對

全國各地軍事哨所發動襲擊。

美國軍方一直嘗試消滅這個

由塔利班保護、用於發動「911恐
怖襲擊」事件的基地組織恐怖主

義訓練場。這場延續多年的阿富

汗戰爭，是美國史上歷時最長的

戰爭，已造成 2400名美國軍人喪
生，2萬多人受傷。

美國和塔利班將在2月29日簽訂和平協議，結束阿富汗戰爭。圖為美軍在
阿富汗東南部一次軍事行動。（Graham Meggitt-Pool/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