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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台后考虑进一步发展与印度的军事联系，一时间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愈发
紧密。 但美国垂涎的是印度军火订单，而印度企盼的是美国能够提供军事技术——
—

美印军事“牵手”貌合神离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近日访问印度时表示，美印战略防务
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 今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完成了他上任后
第五次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的首次美国之行，访问成果
也主要集中在防务领域。 从表面来看，美印两国军事合作近年
来逐步升温，但不和谐音已经显现。 美国垂涎的是印度军火订
单，而印度企盼的是美国能够提供军事技术。 双方在合作中关
切的重点存在偏差，即使“
牵手”也是貌合神离。
合作升温
早在2016年，美国就把印度视为“主要防
务伙伴”，特朗普上台后考虑进一步发展与印
度的军事联系， 一时间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
作愈发紧密。
在马蒂斯9月访印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说，印美防务合
作近年来显著增加， 已经成为双方战略伙伴
关系的关键支柱。马蒂斯也指出，美国重视印
度在印度洋的领导地位，寻求与印度建立“
有
弹性的地区架构”。
过去十年里，印度向美国购买了共计150
亿美元的军火。 双方有望签署新的战斗机大
单。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计划在印
度建设生产线，前提是印度购买总价大约150
亿美元的F16IN战机。
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竞争印度订单的
还有瑞典的萨博公司和美国的波音公司。 为
迎合印度发展本土军工的初衷， 这些企业都
允诺在印度建立战斗机生产线。
在9月底的访问中，马蒂斯的另一大目的
是向印度出售
“海上卫士”无人机。 先前媒体
报道，印度海军考虑从美国采购至少22架“
海
上卫士”。

分歧显露
美印的防务合作真的亲密无间吗？ 分析
人士认为， 印度看重的是与美方的军事技术
合作，而美国重视的是其在南亚的多重利益。
资深军事评论员马尧认为， 美方积极拉
拢印度的背后是对地缘政治的考量。 美国认
为，促进美印两国军方建立更直接的双边联系，
有利于增进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利益。 在这种思
路指导下，美国近年来加强了与印度的军事合
作，甚至愿意向其提供航母核动力及舰载机。
然而，印度在合作中却有另一番考虑。新
上任的印度女国防部长西塔拉曼在宣誓就职

时说，她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国防部门的“印度
制造”。“
印度制造”是印度总理莫迪主推的政
策之一，希望能在印度本土制造战斗机、潜艇
等，减少对外国军火的依赖。
印度Zee网站9月20日发文指出， 美国军
工企业为拿下巨额协议， 愿意在印度组建生
产线，但这些企业希望印度作出坚定的保证，
不会让它们失去专利技术。
马尧认为，提供军火成品是一回事，转让
技术专利是另一回事，因为在美国看来，向印
度单纯出售武器而不转让相关技术， 实际上
加强了印度对美国的军事依赖， 这种依赖可
以使美国在对印关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动；而
如果印度获得足够的军事技术， 那么美国的
地位将因此遭到削弱。

合作掣肘
马尧认为， 美国向印度提供军火只是将
其作为控制和拉拢的一种手段， 如果向印转
让军事技术，将不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
首先， 双方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利益存在
冲突。 印度洋是当今世界海权体系的轴心地
带，而印度是印度洋沿岸最强大的国家，并拥
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印度海军建设的目标是， 从当前的近海
防御和区域威慑思想转向远洋进攻战略，通
过重点发展战略核潜艇和航空母舰来建立可
靠的海基核威慑能力， 努力打造一支力量均
衡、结构合理、具备相当威慑力的现代蓝水海
军；在控制整个印度洋的基础上，印度希望逐
步将战略利益延伸至西起波斯湾、 东至南海、
南抵非洲的广大海域。 这无疑与当今世界海洋
霸权国家——
—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相抵触。
其次，双方军事工业发展水平差异太大。
武器装备在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进行保
障。印度的军工基础比较薄弱，而美式装备既
复杂又精密。 购买美式装备后，印度在保障方
面可能会受制于美国。新华社记者葛晨 杨定都

当不成总统可以改做教授

希拉里或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教书
中新网10月15日电 当不成总统， 可以
转做教师。据英国《每日邮报》日前报道，美国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有可能成为哥伦比
亚大学教授。消息人士称，校方正在考虑为她
提供多项选择， 包括让她担任教授或在该校
为她保存档案。
报道称， 希拉里可以在哥伦比亚法学院
或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任教， 也可跨学院任
职。不过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事情尚在讨
论之中，还没有最终决定。哥伦比亚大学方面
也拒绝就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如果希拉里真的能够在哥大任教， 那么

她将在这所常青藤大学与女儿切尔西·克林
顿一同共事。切尔西自2012年起，在哥大梅尔
曼公共卫生学院担任客座教授。
据悉，1970年代中期， 希拉里和丈夫比
尔·克林顿都曾在阿肯色大学教授法律。2016
年， 她过去的一名学生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说，希拉里很严肃，而且从不拖泥带水，
对法律结构十分严谨，也没有多少趣闻轶事。
哥伦比亚大学是八所常青藤院校之一，
坐落于纽约曼哈顿的晨边高地。 目前还不知
道哥大的学生对此事作何反应。
吉喆

如果美国对伊朗恢复制裁

伊朗外长表示将考虑退出核协议
中新网10月15日电 当地时间10月13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
不认证”伊朗遵
守了核协议。特朗普还声称，美国将与盟友针
对伊朗革命卫队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对此，
伊朗外长15日回应指出，如果美国恢复制裁，
伊朗将考虑退出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
据美国彭博社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表
对伊朗不存在任
示，特朗普的讲话显示美国“
何策略”，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计划将绝不可能
成为谈判的议题。
扎里夫进一步指出，针对石油贸易、飞机
销售在内等涉及伊朗重大利益的领域， 若相
关国家实施制裁， 伊朗将保留履行核协议的
权力。 此外，如果伊朗在任何时候感受到，对
方（美国及其盟国）在对撤销伊朗制裁问题上

的行动不足， 伊朗将采取一系列手段予以回
应，而退出核协议便是其中一种选择。
特朗普上台后，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据
媒体早前报道，特朗普13日表示，伊朗违反了
伊核协议的精神， 且该协议已经不符合美国
国家利益。 美国将对伊朗革命卫队采取进一
步的制裁措施，且白宫将会推动国会立法，以
求进一步加强核协议的效力或对伊朗实施更
严格的制裁。
不过，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表
示，确认伊朗正全面执行伊朗核协议中的所有
承诺。国际原子能机构13日表示，确认伊朗正全
面执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即
“
伊朗核协议”）
中的所有承诺；同时强调，伊朗正接受来自该
机构的“
世界上最可靠的核行为核查”。 吉喆

土军擅自进入伊德利卜省

叙利亚要求土耳其立即从叙撤军
巴基斯坦安全人员遭袭4人死亡
新华社伊斯兰堡10月15日电 巴基斯
坦军方15日说， 该国一组安全人员当天在西
北部古勒姆部族地区遭炸弹袭击，造成至少4
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天在一份声明中
说， 袭击发生在巴西北部靠近阿富汗的古勒
姆部族地区，遇袭人员几天前曾参与营救5名
西方人质。
另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 袭击发生在一
个军事检查站附近， 袭击者遥控引爆了爆炸

孩儿巷南路 ６２－副 ２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佳成花苑 3/6 3/2 136m2 车库 32m2 婚房 精装 拎包入住 启秀学区 170万
友谊公寓 4/7 3/阳 153m2 精装 平台25m2 启秀学区
256万
濠西园华迪小区 4/6 3/1 94m2 车库13m2 中装
108万
长虹新村 4/6 2/1 66.17m2 精装 拎包入住
50.5万
141.8万
江景苑 6/18 2/2 105.36m2 车库20m2 南北通透
易家桥新村底 /5 2/1 59.13m2 有院子 交通便利
63.8万
财茂园 6/6 2.5/1 87m2+阁 20m2 车库 8m2 净
80万

吉缘中介

装置。
袭击发生后，当地安全人员加强了戒备，
并在附近区域展开调查。 巴基斯坦塔利班宣
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10月12日，巴军方发表声明说，军方根据
美国提供的情报， 当天成功解救5名西方人
质。 5名人质同属一个家庭，包括一名加拿大
男子和他的美国妻子及3个孩子，于2012年在
阿富汗境内被绑架。今年10月11日，他们被转
移至巴境内。
季伟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久和中介 85113759
15996677075 银河中介

佳成花苑别墅 1-5 层 283m2 车库 39m2 毛坯启秀学位房 498万
城市名人府邸独栋别墅 1-4 层 438m2 带大院子
488 万
五山家园 2/ 车 96m23-1 厅 精装 拎包入住 12m2 车库 120 万
春晖花园 2/ 车 133m23-2 厅 豪装 11m2 车库一附
172 万净
金桥小区 2/ 车 118m23-2 厅 中装 15m2 车库
102 万
滨河东城 4/ 车 157m23-2 厅 毛坯 22m2 车库
138.8 万
观阳名邸 15/ 电 97m22-2 厅 新毛坯房 10m2 车库
118 万

新华社大马士革10月14日电 叙利亚
外交部14日要求土耳其军队立即无条件撤出
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
叙通社当天援引叙外交部的消息报道
说， 叙方强烈谴责土方军队擅自进入伊德利
卜省， 认为这是公然侵犯叙利亚领土和主权
完整，违反国际法。
叙外交部说， 土方这一侵略行为与最新
一轮阿斯塔纳会谈达成的协议并无关系，要
求土方遵守阿斯塔纳会谈所达成协议的相关
条款。
本月7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 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御景湾联排别墅 1-3 层 6 室 531m2 超豪装院子 200m2 680 万
郭里园 3/6 层 2 室半中档装修 76.65m2 学区房
86.5 万
城北家园 10/电 2 室一厅 80m2 毛坯车库 10m2
88 万
苏建花园 2/电 3 室南毛坯 116.7m2 车库 27m2 含车位 188 万
友谊家园车库店面房 38.22m2 装潢搭建 40m2 40 万一口价
濠东小苑 7／15 层 3 室 2 厅 2 卫 135m2 毛坯车库 12m2 258 万
紫东南苑 17／18 层 3 室 2 厅 2 卫 122m2 车库 16m2 180 万
天山花苑 2 期 6／11 层 140m2 豪装车库 12m2 车位 2 个 174.8万

天安中介

2

2

启秀学区房:佳成花苑连体别墅 建283m 十汽车库39.5m 得房率高 毛坯490万急售
金飞达 27/32 楼 建 143.27m2 十产权汽车位 毛坯 景观很好 有钥匙 215 万
双学区房:文峰新村 3/6 楼 建 72m2 简装
160 万
152 万
紫东花苑三期 4/11 楼 建 137m2 十 10m2 车库
华强城 9/ 电梯 建 108m2 十车位 毛坯
140 万
三里墩花园 12/ 电梯 建 98m2 十 22m2 库
132 万
健康公寓车库 31.37m2
25 万

2

2

新建路新村 3/6 2/1 79 m +4m (车库)装潢
北濠东村 3/6 3/2/2 128.5 m2+9m2 (车库)装潢
虹桥东村 3/6 2/1 66.61m2MBRK 中装
朝晖花苑 11/电 5/2 260m2+车库 53m2
北濠桥新村 4/6 2/1 86.57m2、MBR,简单装潢
2
学田千禧园 5/6 3/2 118m2+16m（车库）装潢
2
百花苑 4/6 2/2 100m2+25m（车库）装潢
健康公寓内车库一间，31.37m2 有窗户/朝东车库 23m2 可作店面 均有独立产权证

79.8万
135.8万
49.8万
378万
83.8万
158.8万
95万
35万 /39.8万

市委大院 2/ 3-1 90m2+20m2 环境好 免费停车 十二中学区 148 万
光明东村 3/ 车 3-L 120m2 车 8m2 装修 十二中学区
140 万
姚港路 31 号 2/ 3-1 82m2 装修 十二中学区
70 万
38 万
城南新村 6/6 2-1 61m2
名人府邸 1-3 别墅 310m2+50m2 毛坯大院子
330 万
将军园 4/6 3-1 111m2 全新婚房末住人
130 万
春晖花园 4/ 车 2-L 107m2 车 10m2 精装
156 万

城山路 91 号

85595336 13390945336

滨河东城 5/6 三室阳光厅 135m2 车库 19m2 毛坯 急卖
优山美地 5-6/6 复式楼 220m2 已经现浇一层 楼梯现浇好了
学士府 31/31 楼中楼 68m2+50m2 车库 8m2 毛坯 急卖
启秀南苑 5/5 楼中楼 208m2 精装
新城小区 5/6 二室一厅 83m2+ 车库 10m2 毛坯 有钥匙
濠东小苑 7/17 三室二厅二卫 135m2 车库15m2 毛坯 学区房 有钥匙
濠滨花园 3/11 三室二厅二卫 127m2 精装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文峰路 15 号文峰桥北首
城南小学对面
天苑中介 15862825879
家乐中介 18912270383
鹏展中介
13057019586 梦路中介 15950810021 15962750368 85595335

方已在伊德利卜省启动新一轮军事行动。 13
日，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宣布，土军队已
于12日起在伊德利卜省建设观察点， 以落实
阿斯塔纳会谈成果、建立叙利亚冲突降级区。
在9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叙利亚问题阿
斯塔纳会谈上，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达成一
致， 将在叙利亚设立包括伊德利卜省部分地
区在内的4个冲突降级区。三国将根据俄土伊
联合工作小组的授权在冲突降级区部署观察
员。 叙利亚外交部9月16日发表声明说，阿斯
塔纳会谈协议并不能使土耳其在叙的军事存
在合法化。
车宏亮

108 万
265 万
118 万
398 万
228 万
258万
300 万

（东方菜场南大门 16 号）
18751300199
东宝房产 房产交易所东
新城小区 2/9 180m2 车库车位精装修
490 万
金河名人世家联排别墅 270m2+ 地下 毛坯
460 万
博园岚郡联体别墅 356m2 大院子 6-3-3 精装，车库 52 赠送地下室 780 万
兆丰嘉园连体别墅 5-2-3 260m2 品质装修
728 万
华辰大厦产权店铺一楼 247m2 二楼 832m2 便宜出售
可分开售
2
优山美地 3/ 电 143m 欧式 前方别墅 含车位
165 万
166 万
望江楼 4/6 64m2 扩 8m2 精装

王府大厦对面 85513839 85532728

综艺大厦 23/25 酒店式公寓绝版景观 49m2 低价 61 万
综艺大厦 16/32 酒店式公寓精装 66.6m2
78 万
172 万
鸿运园 5 楼复式 223m2
中港城 3／11 89m2 汽车位 中装
130 万
万象路新村 6/6 91m2+ 大平台 3 室朝南
62 万
融悦华庭 29/33 85m2 车 14m2 毛坯多套
73.8 万净
濠南路 32 号 3/6 135m2+ 汽车库
310 万

名都 10+11/ 电 复式 279m2 豪装双学区景观房
558万
王府大厦 14/ 电 217m2 精装景观房双学区
370 万
2
王府大厦 29/ 电 215m 精装景观房双学区
398 万
百花苑 3+4+5/5 358m2+125m2+ 车 35m2+ 平台 400m2 稀有房源 360 万
众和花园 2/6 150m2 车 32m2 双学区
339 万
段家坝花园 6/6 80m2/120m2 车 10m2
120 万
糖烟酒宿舍 5/6 113
71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