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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失去建“无核化世界”兴趣了吗？
美国核政策转向
几年前，美
国前任总统奥
巴马在布拉格
勾画的“无核化
世界” 梦想，曾
引发全球热议。
如今，这一为他
赢得了诺贝尔
和平奖的构想，
可能又将被他
的继任者一笔
勾销。
日前，日本
共同社报道称，
美国特朗普政
府最快将于2月
发布的核政策
中期方针《核态
势 评 估 报 告》，
将写入凸显灵
活核运用的一
些内容，这或将
转变奥巴马政
府提出的“无核
化世界”主张。

共同社报道称， 美国国会及外交消息人士日
前透露了特朗普政府将修改美国现行核战略的消
息。根据已经获悉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概要，美国
这份新的核政策中期方针， 与2010年奥巴马政府
公布的上一版相比， 一大变化是可能降低美国核
武使用的门槛。
据悉，《核态势评估报告》 每8年发布一次，是
美国军方机构对全球核态势的一个评估报告，会
对美国核战略做出清晰规划。
共同社称， 不同于奥巴马政府在上一版中将
核武器的使用限定在维护美国及同盟国的“核心
利益的极限状态”，特朗普政府将在新的报告中扩
大核武器作用，使之不限于核攻击的威慑和反击，
还将设想局部打击的小型核开发， 以此确保对中

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压倒性优势。
具体而言，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将坚持洲
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为“核力
量三大支柱”。 同时，基于对朝鲜核与导弹设施进
行打击等设想， 将研发及部署搭载至弹道导弹的
爆炸威力较小的核武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预测， 新报告
发布后，未来30年，美国将在核力量上投资1万亿
美元。
特朗普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美国核力量的想法
早已不是秘密。 上台之后不久， 特朗普就明确表
示，要加强美国核武库建设。 2017年底，特朗普在
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重提了有关核武
库现代化的要求。 在推特、 新闻发布会等公开场

合，特朗普更是从不讳谈美国“必须大幅增强和扩
充核武库”的言论。 一些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特朗
普可能在数量和质量上对美国核武库进行强化升
级。
转变的不只是态度。 2017年10月底，美国战略
司令部启动了“环球雷霆”战略核力量年度军演，
测试美国核武装力量能否保持安全、有效、完备的
威慑力。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曾寻求将“防止核扩散
和核恐怖主义” 置于核政策的关键目标之首。 如
今，特朗普的种种言行让外界倾向于认为，美国核
政策将出现转向，“
无核化世界” 这一奥氏政治遗
产，恐怕又难逃被抛弃的命运。

政府明显继承了里根政府时期“以实力求和平”的
衣钵，最大程度利用美国的军事优势，对美国国家
安全的潜在威胁对手形成震慑。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过去一年，美国军费开
支大涨。 2017年底，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总额近7000
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案， 以快速提升美国军力。 据
悉，这是自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额
度最高的年度军费预算。
《俄罗斯报》网站曾刊文称，特朗普及其亲密
战友都在重复“通过武力实现和平”的信条，他给
美国政策带来的改变是， 武力并非确保全球霸权
的方法，但不应限制对它的使用。
在使用核武器方面， 特朗普的行事逻辑同样

不外乎如此。
近一年来，朝核危机发酵，美朝对峙升温，这
更让特朗普政府在担忧朝鲜核能力提升的同时，
坚定地认为加强自身核力量势在必行。
“美国认为，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事实，使美国
保护日、 韩以及美驻东北亚军事基地的延伸威慑
战略受到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试图通过降低
使用核武门槛等方式， 对朝鲜拥核形成一种再平
衡。 ”刘卿指出，此外，近年来美国越来越觉得本国
常规军备优势被部分削弱， 因此希望通过提高核
武器使用的可能性，“核”“常”结合，在国家安全战
略上也形成一种新的政策平衡。

“
核”“
常”结合新战略
“
去奥氏遗产” 似乎已成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
为一个“
习惯性动作”。
“特朗普政府对美国核战略的调整，是与奥巴
马时期主张的‘无核化世界’唱反调。 相比民主党
的国际主义视角， 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执政理
念上更偏保守，更加注重美国本国利益。而特朗普
本人作为共和党内的反建制派， 一些观点又和共
和党的传统理念不完全一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院亚太所所长刘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称，因此，特朗普对使用核武器自有一套标准，并
对美国核政策进行调整，也在预期之内。
不难看出， 降低核武使用门槛的想法与特朗
普政府秉持的安全理念一脉相承。上台后，特朗普

淮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抓获一名诈骗嫌疑人
“冬季攻势”期间，巡特警大队民警根
据案件线索研判，于11月21日晚间，经伏
击守候在城区某宾馆内抓获一名诈骗嫌
疑人陆某。 目前，犯罪嫌疑人陆某已被刑
事拘留。

淮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抓获一名诈骗嫌疑人
“冬季攻势”期间，巡特警大队民警根
据案件线索研判，于11月23日上午，经伏
击守候在高铁新区办事处黄桥村一组抓
获一名诈骗嫌疑人杨某。 经查，2017年5月
日下午，犯罪嫌疑人杨某窜至淮安区经济
开发区纬四路沈颖经营的电动车修理店，
以借车为名，骑走沈颖蓝色“爱玛”牌电动
自行车一辆，价值约人民币3500元。 目前，
犯罪嫌疑人杨某已被取保候审。

淮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抓获一名盗窃嫌疑人
“冬季攻势”期间，巡特警大队民警根
据案件线索研判，远赴宜兴，在江苏宜兴
警方的协助下的抓获盗窃嫌疑人翟某。 经
查，2017年9月20日上午，盗窃嫌疑人翟某
窜至淮安区淮城镇关天培路教师进修学
校润物楼三楼办公室， 采用钻窗入室、顺
手牵羊的手段将吉群英办公室抽屉的一
台联想牌笔记本电脑盗走， 价值人民币
5800元。 目前，盗窃嫌疑人翟某已被刑事
拘留。

淮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淮安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工作集锦
抓获一名诈骗嫌疑人
“冬季攻势”期间，巡特警大队民警根
据案件线索研判，于11月25日下午，经伏
击守候在城区某出租屋内抓获一名诈骗
嫌疑人冯某。 经查，2017年06月13日，犯罪
嫌疑人冯某以短信形式诈骗施河镇润晨
科教公司老板张登芝10万元。 目前，犯罪
嫌疑人冯某已被取保候审。

淮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抓获一名盗窃嫌疑人
“冬季攻势”期间，巡特警大队民警根
据视频监控信息研判断， 于11月29日上
午，经伏击守候在淮安区淮城镇天妃宫浴
室附近抓获一名盗窃嫌疑人韩某。 目前，
盗窃嫌疑人韩某已被刑事拘留。

淮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抓获一名无证驾驶嫌疑人
“冬季攻势”期间，巡特警大队强化社
会面巡防，巡特警大队路面执勤民警于11
月28日下午， 在G233国道46KM处执勤
时，现场抓获一名驾驶证超过有效期嫌疑
人刘某。 目前，嫌疑人刘某已被行政拘留。

淮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抓获一名盗窃摩托车嫌疑人
“冬季攻势”期间，巡特警大队民警根
据视频监控信息研判， 于11月28日晚，经

伏击守候在金地广场北侧抓获一名盗窃
摩托车嫌疑人杜某。 目前，盗窃嫌疑人杜
某已被取保候审。

淮安分局巡特警大队抓获
一名抢劫嫌疑人
“冬季攻势”期间，巡特警大队民警根
据分局指令快速出警在马甸镇邱洞村境
内抓获一名抢劫嫌疑人刘某。 目前，犯罪
嫌疑人刘某被刑事拘留。

淮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抓获一名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嫌
疑人

“冬季攻势”期间，巡特警大队民警在
北京警方的协助下抓获一名扰乱公共场
所秩序嫌疑人许某兰。 目前，嫌疑人许某
兰已被行政拘留。

淮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认真组织开展扫雪除冰行动
1月3日夜间至4日凌晨， 我区遭遇强
降温、降雪冰冻天气，城区路面积雪严重，
道路结冰，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隐
患和不便。 按照分局统一部署和安排，1月
4日上午8时许，巡特警大队领导班子全体
成员带领50余名警力在城区北门大街全
力做好扫雪除冰工作。 全体参战民警、特
勤队员不畏严寒，坚持奋战，认真开展扫
雪除冰工作，及时清除了责路段及城区灯
控路口的积雪冰冻，保证了道路畅通和交
通安全，受到过往群众的一致好评。

12月3日中午，巡特警大队接分局110
淮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召开
指令快速出警在城区园外苑富春堂浴室
“
冬季攻势”社会面巡逻防控工作汇
内抓获一名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嫌疑
报推进会
人孙某。 目前，嫌疑人孙某已被行政拘留。
为切实做好保平安护稳定“冬季攻
势”工作，1月3日下午，巡特警大队召开专
淮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题会议，对保平安护稳定“冬季攻势”社会
抓获三名阻碍执行公务嫌疑人
面巡逻防控工作进行了再部署。 会上，大
12月31日上午， 巡特警大队接分局
队主要负责同志通报了巡特警支队下发
110指令快速出警在九升附近抓获三名阻
的12月份“冬季攻势”工作开展情况，听取
碍执行职务嫌疑人梁某平、蒋某冬、刘某
了各中队的工作汇报，并就“冬季攻势”下
荣。 目前，嫌疑人梁某平、蒋某冬、刘某荣
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是提升巡防等
均被刑事拘留。
级。 二是加强盘查检查。 三是深化数据导
巡。 四是提升处突能力。 大队全体民警及
淮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分队长参加了会议。

抓获一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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