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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一键订阅

今日聚焦 新闻分析部署中导设想遭盟友否定，兜售海湾“护航联盟”应者寥寥

美国新防长亚太行，刷出多少存在感？
■本报记者 廖勤

和前任马蒂斯一样，美国新晋防长埃斯珀
的出访“首秀”也献给了亚太。从上周五开启的
亚太五国行（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蒙古、韩
国）已近尾声。今天，他将在最后一站同韩国防
长郑景斗举行会谈。在历时一周的“首秀”中，

埃斯珀留下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首访为何选亚太
上月 23 日刚“转正”上任，埃斯珀就马不

停蹄赶来亚太“刷存在感”。访问从 8月 2日开
始，埃斯珀先在夏威夷美国印太司令部稍作停
留，接着依次到访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蒙
古和韩国。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指出，埃斯珀首访选
择亚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目的是表明亚太仍
是国防部的最优先事项。

据美国国防部网站称，在从新西兰飞往日
本的飞机上，埃斯珀与随行记者举行了一场简
短的新闻发布会。埃斯珀在会上表示，他对印
度—太平洋地区的访问是对美国国防战略的
直接支持，希望维持盟友合作，扩大关系网络。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指出，

埃斯珀此访的目的，一是保证推行“印太政策”

的连贯性。新防长上任后开启亚太五国行，是向
亚太国家表明美国高度重视这一地区。 值得注
意的是， 此次被选中的五个国家都被美国今年
6月出台的《印太战略报告》所提及。其中，澳日
韩是美国的军事盟国， 澳日两国更是印太战略
的支柱国家； 新西兰和蒙古虽然不是军事盟
国，但是在报告中也被定位为重要安全伙伴。

二是首访亚太也是对亚太国家的一种安
抚。防长一职不仅空缺 7个月，而且在美国《印
太战略报告》出炉后，防长仍未就位，这不免让
亚太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对这份报告的执行力
产生疑虑，所以埃斯珀此行也要向地区国家作
出说明，并派发“定心丸”。

《外交政策》网站也指出，五角大楼连续 7

个月“群龙无首”，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又反复
无常，不分敌友，制造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太
平洋地区的盟友们正警惕地观望着。

肩负多重任务
有评论称，埃斯珀上任后的第一次出访时

间不短、任务不少、抱负不小。

任务之一，正如外媒所言，美国迫切希望
与地区盟友扩大“印太战略”的合作态势。中国
自然成了埃斯珀此行的一个 “关键词”。“紧盯
中国 20年” 的埃斯珀， 在这次亚太行中变成
“紧咬”中国。

8月 4日， 在访问澳大利亚出席美澳 “2+

2”战略对话时，埃斯珀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
唱一和， 上演了一场针对性明显的政治秀。对

此，中国外交部已严词批驳，谴责美国以各种名
头，包括鼓吹所谓“印太战略”，不断插手亚太地
区国家事务，自己才是地区稳定的破坏者。

《外交政策》网站评论，埃斯珀希望借此行表
明，尽管伊朗问题在短期内受到关注，但中国仍
是他的首要关注点。

对此，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
鸣指出，从去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
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到今年 6 月的《印太
战略报告》，可谓一脉相承，都把中国作为主要战
略竞争对手，在这一战略定位下，攻击中国已成
为美国官方战略活动的“标配”，埃斯珀也是以此
确定话语模式，与蓬佩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博尔顿保持口径一致。

韦宗友表示，埃斯珀在出访“首秀”中，发表
对华强硬言论并不奇怪，符合特朗普内阁高官的
鹰派色彩，也符合他对中国的一贯看法。但是中
美关系、两军关系，近年来也有比较多的交流，在
很多问题上也存在磋商与合作的空间及需求。即
使埃斯珀发表对华强硬的刺耳声音，但并不妨碍
两军未来继续沟通，尤其是涉及亚太和平、稳定、

安全问题。 虽然在目前中美关系的复杂背景下，

两军关系继续推进的难度会变大，但双方并不希
望中断交往。

为扩大“印太战略”合作态势，埃斯珀这次访
问还高调抛出一个惊人设想。 亚太之旅刚刚启程
后，同时也是在美俄《中导条约》8月 2日正式失效
的第二天， 埃斯珀就迫不及待提出希望数月内在
亚洲部署陆基中程常规导弹。此言一出引爆舆论。

埃斯珀拒绝透露具体在何时、 何地部署。外
界猜测，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可能是美国期望中
的部署地。这三个国家恰恰是埃斯珀此行要造访
的目标国。刘鸣表示，《中导条约》废除后想在亚
洲部署中程导弹，这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
环，美国必须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埃斯珀正好
借此行摸底吹风，了解相关国家的想法。

任务之二，在美国与伊朗关系恶化之际，埃斯
珀想拉亚太盟友加入针对伊朗的海湾“护航联盟”。

任务之三，在日韩因为二战劳工赔偿问题引
发激烈贸易争端的背景下，埃斯珀访问日韩两国
时还要顺带扮演“调停者”角色。

“新防长访问日韩两国，希望防止双方的经
济摩擦影响安全领域的关系。”韦宗友说，在美国
的印太战略中，美日韩三边合作，特别是军事情
报交流至关重要，美方不希望日韩关系继续恶化
以致蔓延至安全合作。

由于日本在高科技材料、产品出口上步步刁
难，韩国此前威胁，在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今年 8月 24日到期后，可能考虑中止续签。埃斯
珀自然会敦促日韩两国在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也
要维持《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总之， 埃斯珀这次亚太行，“一边诋毁中国，

一边拉帮结伙，进一步推动实施印太战略，为下
一步行动做好战略铺垫。”刘鸣说。

盟友身上碰“钉子”

随着今天与韩国防长的会面，埃斯珀的亚太
行程即将收官。一周走访五国，除了蒙古方面赠

送的“宝马”，他的“行李箱”中是否还收纳了其他
渴望的成果？

“埃斯珀此行带有一定具体政策目标，但就
目前来看，并未达到多少实际效果，象征意义更
大。”韦宗友说。

比如想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 盟友却不接
茬，让埃斯珀碰了好几枚钉子。照德国媒体的说
法，美国“充其量只得到谨慎的回应”。

澳大利亚第一个否定了在其领土上部署中
程导弹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总理和防长都表示，

埃斯珀来访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总理莫里森
还补上一句，即使美国以后提出要求，澳大利亚
同样会拒绝。日本方面，防卫相岩屋毅 7 日与埃
斯珀会谈后向媒体表示，日方将关注《中导条约》

失效给日本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影响。此外，韩国
国防部发言人本周有言在先，目前尚无讨论在韩
国领土部署美国导弹的计划。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认为，韩国国防部在韩
美防长会晤之前发表这通言论显示， 美国恐怕很
难说服盟友同意在其领土上部署陆基中程常规导
弹。如果部署在韩国，将对朝核问题解决、半岛局
势带来巨大变数。如果部署在日本或关岛，也势必
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遭到日本民众强烈反对。

事实上，在 7 日访问日本时，连埃斯珀自己
都改变了说辞。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与日本防
卫相岩屋毅会谈时，埃斯珀强调，鉴于美俄《中导
条约》失效，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的事
宜尚未具体化。

韦宗友指出，希望在亚洲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更多是美国的一种姿态。在当前俄美、中美战略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韩两国对部署一事都会比
较慎重，但未来会否接手也有待观察。

又如想拉盟友加入海湾“护航联盟”，也是应
者寥寥。澳大利亚表示，“美国提出的要求是非常
严肃和复杂的”，澳方正在认真考虑这一请求，但
尚未做出决定。日本同样“打太极”。岩屋毅在与
埃斯珀会谈后对媒体表示，日方将全面研究原油
稳定供应、日美同盟、日本与伊朗关系等各种要
素，做出“综合判断”。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上月通过防长提名
后首次接受采访时， 埃斯珀曾阐述过他的愿景：

在经历一段时期的领导层变动后，要恢复五角大
楼的稳定，同时确保军方能够实现其拖延已久的
目标，即重夺对北京方面的优势。埃斯珀认同马
蒂斯将俄罗斯与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防
战略，认为“现在的挑战是实施它”。但问题是埃
斯珀能做到吗？

“首次太平洋之旅是对五角大楼新长官的第
一次考验。”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说。“埃斯珀的工
作比马蒂斯头两年的工作要艰难得多，”前五角大
楼官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战略
研究项目负责人玛拉·卡林说，他从国会得到了慷
慨的预算， 现在必须把他的目标变成现实。“未来
人们将根据他是否实现了这一战略来评判他。”

颇为惹眼一站：蒙古

■本报记者 廖勤

在美国防长埃斯珀的行程单上，

相比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这些司空
见惯的传统盟友，蒙古是颇为惹眼的
“新奇”一站。

美国防长最近一次访问乌兰巴
托还是 5年前奥巴马时代的事。据路
透社称， 时任防长哈格尔 2014年访
蒙时，只待了约 4 小时，算是“闪电”

访问。而埃斯珀这次却在首都乌兰巴
托住上一晚，相当于给了蒙古与日韩
不相上下的“待遇”。

一颗备用活棋
美国与蒙古最近往来密切，蒙古

总统巴特图勒嘎前不久刚刚访问华
盛顿，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双方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
伴关系。

“这是埃斯珀对蒙古的一次罕见
访问，目的是加深两国关系。目前，五
角大楼正寻求集中力量对付俄罗斯
和中国。”路透社评论称，蒙古的地理
位置很特殊，恰好夹在俄罗斯和中国
之间，最能代表五角大楼未来几十年
的优先任务，凸显出美国眼中的蒙古
将要发挥的重要作用。

“蒙古是美国备用的活棋，意在
对中俄两国形成牵制。” 上海社科院
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鸣说。

从美国方面来说，蒙古作为内陆
国家， 贸易运输主要靠俄罗斯与中
国， 华盛顿担心蒙古会倒向中俄，因
此要确保蒙古相对特殊地位，即半中
立地位。从蒙古而言，蒙古也想推动
“第三邻国”政策，拉美国平衡中国与
俄罗斯，这是双方互有需求的结合。

但是，刘鸣认为，蒙古的战略地
位和作用未必如外媒所描述的如此
重要。毕竟美国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海
上，蒙古对美国来说战略意义并不是
非常突出。

不会轻易站队
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虽

然这次访问不是为了推动任何具体倡
议， 但美国希望进一步扩大与蒙古的
伙伴关系，比如借助蒙古的寒冷天气，

开展在军事训练等领域的潜在合作。

事实上，蒙古一直是美国的军事
伙伴。在美国领导的伊拉克和阿富汗
军事行动中，蒙古也派兵参与，目前
在两国仍有大约 200名军人。

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
的前副助理部长亚伯拉罕·邓马克认
为，“蒙古不会完全站队一方反对另
一方。”

8月 7日，在日本东京，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埃斯珀（中）检阅仪仗队。 新华社发

我们有能力端稳自己的饭碗
———如何看待粮食供给能力

“农机安 ‘大脑’， 标准化种
地，不缺苗、不漏籽，看来秋粮产
量也不会低！”夏粮丰收，一袋袋
麦子摞进粮仓，安徽怀远县徐圩村
种粮大户尚跃， 紧跟着就种下了
玉米。站在地头看着绿油油的苗情，他一脸的
陶醉。

从江南鱼米之乡到中原大地，再到东北黑
土地，农民们按照时令辛勤耕耘，粮食生产一
环扣一环、一季接一季。

没有哪个产业像粮食这样， 尽管平时不
“显山露水”，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掀起惊涛
骇浪。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十几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
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
装中国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我为主、立
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全国粮食连年丰收，总产量
一直稳定在 1.2万亿斤以上。牢牢端稳了饭碗，

为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赢得了主动。

当前，农业生产成本攀升、国际市场不确
定性增加，加之粮食生产持续高位运行。那么，

粮食生产后劲还足吗？ 粮食供给能力有保障
吗？就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吃不饱”已成过去，新课题接踵而来：近
年来，一边是粮食需求刚性增长，一边是总产、

库存、进口出现“三量齐增”。连年丰收为什么
还要进口，我们的饭碗如何端得更稳？

“适度进口，为的是调剂余缺，有效缓解国
内农业资源压力。”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

“我们要看到， 全球粮食年贸易量在 4亿吨左
右，仅占我国消费量的 2/3，十几亿人不能靠买
饭吃过日子。解决好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
坚持立足国内，‘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

纵观基本面，大国粮仓根基牢固。

———基础夯实，改变“靠天吃饭”局面。

“过去春怕旱，秋怕涝，现在渠相连、水畅
通，望天田变吨粮田。”河南滑县西徐营村农
民袁社打心眼里高兴。 一个高标准农田项目
落户，改宽、硬化渠道，解决了全村农田的灌
排难题。

稳住耕地，数量不减，质量提升。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 全面落实 15.46亿亩以上永久
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

定在 16.5亿亩， 到 2020年建成 8亿亩高标准
农田。这些硬杠杠，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提供了基础支撑。目前，全国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 0.548， 一半以上耕地实
现了旱涝保收。

———科技驱动，大大提升土地产出率。

河北清河县，400多台联合收割机刚上演
完浩荡的夏收场面：嗖嗖嗖，一簇簇麦秆应声
倒地，点播机紧跟其后，一粒粒玉米精准下种。

“早上还是地里的麦，中午就成了袋里的粮，种
收二合一，‘三夏’变‘两夏’，真神！”高裴村农
民王耀武竖起大拇指。

无人收割机、高速播种机进田，不断刷新
麦收速度，清河县 29万亩小麦，不到一周就收
割完毕。

数字最有说服力。2018年， 我国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已达到 58.3%，五年提高三个百分
点。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68%，农
民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历史；新品种不断
更新换代， 今年夏粮几个主产省单产增加 15

公斤以上。目前全国水稻、小麦、大豆、油菜全
部为自主品种，不折不扣做到了“中国粮用中
国种”。

———政策托底，调动各类主体种粮积极
性。

“地里种什么？价格怎么样？”春耕之前，山
东无棣县双堠村杜青林就有了答案：“优质麦
有补贴，跟公司签了订单，咱挣的是放心钱。”

稳粮促增收，今年政策公布早，资金下拨快，扶
持力度只增不减。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
进行调整优化，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不断完
善，种粮农民真正吃上了定心丸。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公布，今年全国夏粮
总产量 2835 亿斤，同比增长 2.1%。夏粮丰收
看秋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播种面积达
到 12.8亿亩，与上年基本持平，为秋粮丰收奠
定了良好基础。

看总量 ，2018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13158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站上新台阶。看
人均， 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470公斤，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 的确，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米袋子”更充实，“菜篮子”更丰富，“果盘子”

更多彩， 我国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 98%以
上，口粮自给率达到 100%。

“粮食生产基本面持续向好，我们有能力、

有底气牢牢端稳饭碗，保障重要农产品供需平
衡。”韩长赋语气坚定地说。

粮食有效供给不只是量的问题。家住北京东
城区的“烘焙达人”李明芳坦言：“面包要做得松
软，就要用好的高筋粉。可超市里的好牌子大多
是进口的，价格贵不少。”

从市场看源头， 中原粮仓一面是粮食丰收，

一面是有的小麦加工企业“吃不饱”。粮食到底多
了还是少了？

结构，问题还在结构！

“当前，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
为结构性矛盾，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
存。”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
文分析，现在人们更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出
个性，需求升级了，有效供给却没跟上。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

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体系整
体质量。

发力供给侧，一场全方位变革正如火如荼。

———调优结构，多的减下去，缺的调上来。

不种玉米种什么？ 一度让甘肃环县陈旗塬村
农民伤透脑筋。政府给补贴，搞培训，农民传登鹏
试着种起苜蓿，“简单得很嘞！一次种，只管收。草当
粮，羊吃上后出栏速度明显快了。”看到好收益，村
里人纷纷跟进，五道梁、三条沟全部披上了绿装。

“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一子落，带来满
盘活。在东北冷凉、北方农牧交错等“镰刀弯”地
区，一穗穗玉米在“咻咻”地消失，一棵棵大豆、一
株株饲草在“噌噌”地生长。田野上的加减法，换
来产业布局的一手好牌：去年全国调减非优势区
水稻 800多万亩、玉米 400 多万亩，大豆、薯类、

优质饲草等短缺品种补位，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调顺体系，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

在河南，“厨房”带动“粮仓”，整县创建高产
高效基地，更多农民抬头看市场，不再只顾埋头
种地。

“做面包要强筋的，做馒头要中筋的，做饼干
要弱筋的，分不清哪行？”永城市侯庄村种粮大户
侯建理快人快语。去年麦季连遭五灾，一亩地减
产 200斤，算大账却发现钱没少挣：“1020亩优质

强筋麦，全走的专用订单，每斤高两毛。”粮食产
能变成加工优势。如今，中国人每吃 4个馒头，有
1个来自河南； 每 2个速冻水饺， 有 1个来自河
南，“国人厨房”称号当之无愧。

田间连车间。 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
300多万家，辐射带动全国近一半的农户。经营体
系创新破解了“谁来种地”难题，让粮食生产不再
单打独斗，融入现代产业体系。农业也不再限于
耕田养殖，一二三产融合加快，一批批农产品创
出新品牌，不断释放新动能。

———调好质量， 统筹三大能力， 优化供给
体系。

“过去 1 斤小米卖五六块， 如今卖到 20 块
钱！”山西阳曲县北社村农民张立新感叹，以前拼
面积、比产量，现在拼绿色、比质量。得益于优质
粮食工程，阳曲小米擦亮品牌，提升价值链，好粮
卖上了好价钱。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表示， 统筹
好粮食生产、储备、流通三个能力建设，大力发
展粮食产业经济、健全粮食产业体系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带动质量兴粮，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传统成品粮加工行业产值占
比下降，粮食深加工和食品加工行业产值增幅分
别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 3.8和 10.7个百分点。到
2020年， 全国粮食优质品率提高 10个百分点左
右，粮食加工转化率达到 88%。

农业快步迈向高质量，从“有没有”向“好不
好”的转变愈加明显，从“旧动能”向“新动能”的
转换日益加速，从“积累量”向“提升质”的跨越渐
入佳境。

我国以占世界 9%的耕地、6.4%的淡水资源，

养育了世界近 1/5的人口，成就举世瞩目。但也要
看到， 一些地方农业资源要素正临近承载极限：

地下水超采、黑土层变薄、生态退化……既要保
障当代人吃饭，也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饭碗，怎么
办？必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粮食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只有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向绿色、优质转型，

才能确保任何时候都能产得出、供得上。”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

藏粮于技， 摆脱资源紧箍咒，

绿色发展成为主旋律。

湖南红土地，超级稻的故乡在
求变。 南县八一村农民陈明亮坦
言，稻田养虾，虾吃昆虫，粪便还
田，不施肥、不打药，形成一条生态
循环链， 一年亩产小龙虾 200斤、

优质水稻 1000斤，产值能上万元。

如今， 超级稻从高产不断向
“优质、高效”升级。稻田也不再仅是水稻，“稻虾”

“稻鱼”等共作模式，不仅保障了“粮袋子”“菜篮
子”，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江苏常熟，86户农户共同经营田娘农场，每
年消化畜禽粪便、秸秆等废弃物数十万吨，产出
有机肥培育优质大米数百万斤，污染大包袱变成
致富新产业，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将“中国绿
色责任奖”颁给了这里。

据测算，在生产条件相同、投入不变的情况
下，仅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到户率，粮食单产提高
幅度便可达 10%以上。如今，测土配方施肥、绿色
防控、节水、减肥等绿色技术遍布山乡大地，全国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70%，农药、化肥使用
量实现负增长。今年夏粮生产，小麦药剂拌种、种
子包衣等绿色技术占比达 87%，比上年提高两个
百分点。

藏粮于地，轮作休耕，让疲惫的土地喘口气、

透支的环境养养神。

“往年收完小麦种玉米，今年轮作大豆。大豆根
瘤能固氮，养地培肥，来年小麦能增产 6%左右。”

站在黄河入海口附近，山东省东营市宏盛农业开
发公司总经理李洪国，指着 7000亩大地块介绍。

轮作休耕试点进入第四年， 规模从 2016年
的 616万亩扩大到今年的 3000万亩， 正在积蓄
粮食可持续发展新能力。

“我们现在的粮食产能中，有一部分是过度
开采地下水、开垦陡坡耕地、开垦湿地等形成的
边际产能，这部分要有序退出来。”叶兴庆说。今
年， 河北黑龙港地下水超采区调减小麦种植 60

多万亩，三江平原地下水超采区井灌稻调减力度
进一步加大。

农业的生态底色越发鲜明。《中国农业绿色发
展报告 2018》显示，我国耕地利用强度降低，耕地
养分含量稳中有升， 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提升到
24.3克/公斤。这证明，农业资源利用的强度降了下
来，粮食产能的后劲更足，绿色发展动力更强劲。

“保障粮食安全是个永恒的课题。越是国内
外形势复杂，越要重农抓粮，一旦粮食出了问题
谁也救不了我们。”陈锡文说，不能因为粮食连年
丰收，就认为今后可以高枕无忧，也不能因为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简单地压减粮食生产。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把粮食安全
紧紧抓在手上，担在肩上，保质、保量、保长远，我
们不但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还能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也让我们更有底气应
对国际复杂环境和风险挑战。

（载 8月 8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 8月 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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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粮仓根基牢
固，粮食总产站上新台阶

看产量

供给侧全面发力，增
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保
障全链条安全

看质量

绿色发展成主旋律，
任何时候都能产得出 、
供得上

看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