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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北方造船廠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爭食訂單之經緯 

 

 

 

前言 

此章分為九節，第一節為葉里欽時期俄羅斯軍售中國政策。第二節為普欽時

期俄羅斯軍售中國政策。第三節為北方造船廠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爭食訂單之緣起。

第四節為北方造船廠之政商關係。第五節為波羅的海造船廠之政商關係。第六節為

北方造船廠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爭食訂單之過程 (方案談判始末)。第七節為北方造船

廠方案與波羅的海造船廠方案遊說與競標過程分析，此節分為兩項，第一項為北方

造船廠的遊說與競標過程分析，第二項為波羅的海造船廠的遊說與競標過程分析。

第八節為軍售中國訂單的決策過程，此節分為三項，第一項為北方造船廠的主張與

策略，第二項為波羅的海造船廠的主張與策略，第三項為軍售中國訂單決策階層的

主張與策略。第九節為小結。本章要瞭解俄羅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與執行過程

中，如何產生派系之間爭奪資源交換利益之重大弊端，並且試圖瞭解俄國軍售中國

弊案的來龍去脈及瞭解在軍售中國訂單的決策過程。 

 

 

 

第一節 葉里欽時期俄羅斯軍售中國政策：19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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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葉里欽 (B.Yeltin) 時代，俄國軍售中國已有不同的考量，俄國主要的動機是

為了賺取金錢，同時俄國也可藉此幫助俄國軍企的成長與發展，83俄羅斯政府已同意

國防工業，應維持其最先進現代化的工廠，以確保國防安全及武器貿易的國際競爭

能力，部會首長亦主張出售武器以賺取現金，葉里欽也表示如果武器銷售能予適當

管制，不失為解決國防問題的一項最佳方式，為提振經濟、加強外貿、賺取外匯，

目前俄國產品中具有競爭實力，且利潤可觀的項目，就是銷售先進武器，因此，為

了要在國際軍售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俄國武器銷售政策勢必要改弦更張重新調整，
84

軍轉民 (Defense Industry Conversion Policy) 戰略的一重大調整是重返國際武器市

場，以武器出口維持和促進軍事技術的發展，保持軍事工業必要的生産能力和科研

能力，1990 年代中期，在俄國政府從軍售中國而獲取收入後，俄國拿軍售中國低品

質武器賺來的錢去為印度建造較好的武器，
85
因此俄國可以為印度製造良好武器而獲

取更大利潤。 

葉里欽以軍售挽救俄羅斯軍火工業將可以贏得軍火工廠員工的支持，而支持也

將會在選舉中化為選票，同樣的，提振了經濟也有助於葉里欽在總統大選時的支持

度，但是俄出售軍火給予中國首先必須面對俄國軍方的強烈反彈，為此，葉里欽進

行一連串的軍事改革，並且以提高軍人的待遇作為安撫軍方將領的手段，
86葉里欽任

內，對於軍售的態度，是視為提振經濟換取外匯的工具，只要符合戰略利益與國家

安全的前提下都可以接受，87葉里欽相信軍售將拯救軍企與軍隊，俄國軍企必須遵守

官方在軍售價格上限制軍事產品的出口價低於俄國軍方購買價的政策，依靠武器生

產及發展的支出範圍的管道，從軍企出口而獲取得收入的理性使用以及俄國軍事武

器現代化，88俄國軍售中國對於俄國軍企的生存極為重要，由於俄國政府已無力補貼

                                                 
83 Bates Gill and Taeho Kim, China’s Arm Acquisitions from Abroad, SIPRI research report 
11(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4. 
84林經緯，「俄羅斯傳統武器銷售政策的研究」， 共黨問題研究 22, 3 (Mar 15 1996): 58、61。 
85 Konstantin Makiyenko,” The Russian-Chinese Arms Trade: an Attempt at Qualitative 
Analysis”(http://mdb.cast.ru/mdb/2-2004/at/rcat/ 
86邱國棟，「蘇後俄羅斯軍方政治參與之研究 1992-1999」《政大俄羅斯所碩士論文》，頁 75。 
87李祥裕。《俄羅斯對亞太地區軍售政策(1992~2002)》。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文，

民 93 年。 
88 Federal law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dopted by the State Duma on 3 July 1998 and approved by the 
Federation Council on 9 July 1998 o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19 July 1998), The Kremlin, Mos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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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軍企，因此俄國軍企要不就是遇到破產危機，要不就自行出口，俄國軍企一致

地批判葉里欽政府對他們的補貼，並且俄國軍企批判葉里欽的武器出口政策採兩手

策略，也就是葉里欽政府對於武器出口予以控制的同時，卻給少數軍企有權自由出

口武器。
89
 

俄羅斯政府改變了前蘇聯時期以政治關係爲原則的軍火交易方針，突出經濟利

益，擴大軍品出口國範圍，增加現代化武器裝備的出口，俄羅斯政府還積極鼓勵國

防科技工業企業走出國門，與其他國家聯合研製和生産高新技術武器裝備，俄國軍

企都熱衷於大量的對外軍售，俄國武器對於俄中的軍事平衡及其影響並未被俄國軍

企列入考量中，但是軍售對俄國政府而言只是一時短暫的解決方法，以武器出口的

集中來替代轉產也是危險的，葉里欽時期俄國軍企以俄國武器出口的集中用來對付

俄國政府的軍企改革政策及軍轉民政策 (Defense Industry Conversion Policy) ，因此俄

國國防部及俄國軍企之間備感壓力，軍轉民議題與軍售的議題都是一樣的，從 1992

年開始在同一領域中常出現多頭馬車的情況，
90俄軍企在軍售上是採取盡量出售高科

技武器 (sophisticated weaponry) 的策略，但是俄國國防部反對對外軍售高科技武器，

91
由總統顧問馬雷一  ( Михаил Малей; M.Maley) 

92
所提出的轉產計畫，亦即透過武

器銷售換取硬貨幣 (hard currency) ，俄國軍火商在 1992 年時就已開始軍售武器及技

術給中國，但俄國軍火商是絕望的軍售中國，這是因為俄國軍方無法向俄國軍企購

買武器，俄國軍企組成龐大的遊說團來遊說與享受政府的支持以及獲取外資，1992

年蓋達爾政府削減 68％的武器採購，1993 年一直維持低購買政策，俄國軍企需要俄

國政府在對外軍售出口上給予支援，但是俄國國防部卻很少給予支援，這是因為俄

                                                                                                                                                 
http://projects.sipri.se/expcon/natexpcon/Russia/114law.htm 
89 The latest figures on the crash of the defense market inside Russia can be found in Moscow, Interfax, in 
English, June 22, 1996, and Krasnaya Zvezda, in Russian, June 22, 1996, both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Central Eurasia, Military Affairs (henceforth FBIS-UMA)-96-123-S, June 25, 1996, p. 
63. 
90

Kevin P. O'Prey, A Farewell to Arms?: Russia's Struggles With Defense Conversion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95), pp. 52-55. 
91 Stephen J. Blank,”WHY RUSSIAN POLICY IS FAILING IN ASIA”(April 2, 1997),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http://carlisle-www.army.mil/usassi/ 
92 Interview with Mikhail Malei（米海勒‧馬列伊；Михаил Малеи）, in Rossiiskaia gazeta（俄羅斯報；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February 28, 1992, 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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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防部的預算有限的緣故，9320 世紀 90 年代以來，俄羅斯的軍火出口政策開始從

政治和戰略考慮轉向經濟考慮，94俄從 1993 年開始採取一系列有效措施，如摒棄政

治目的、重視經濟實惠、利用價格優勢、先進武器優先出口等，以實現爭奪武器市

場的目標，在軍隊的反對下，俄政府決定適當增加國防預算，放慢軍轉民的進度，

增加對軍工企業的投資，與此同時，俄還決定擴大武器出口，並專門成立了「國家

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進出口總公司 (Промэкспорт; Promexport) 」，加強對武器出口

的統一領導，俄國軍企在葉里欽政府中很明顯的遊說了民主改革派人士，使得俄國

對中國軍售的收入可以用來補貼軍轉民的損失。
95
 

在 1992年時俄國副總理索赫金 (Aleksandr Shokhin) 認為俄國不會將攻擊性武器

及防禦性武器分開賣，1992 年 10 月，俄國國防部副部長科科申 (Andrei Kokoshin) 訪

問中國，此行促成俄國同意轉移軍事技術與軍售中國，1993 年 11 月俄國防部長葛

拉契夫訪問中國並簽訂軍事合作協定，
961992 年 12 月，葉里欽訪問中國，葉里欽表

示軍售是發展俄中雙邊關係的重要部份，葉里欽並希望與中國在武器採購上積極合

作，在 1993 年 1 月俄外長柯季列夫 (Андрей Козырев; Andrey Kozyrev) 向中國保證

「不存在向中國售武的限制」，
97
俄國因經濟困難而必須裁減軍力，縮小規模，出售

多餘的武器裝備給中國而用以賺取外匯，同時俄國藉著對中國的軍售及軍事技術轉

移來吸取中國軍轉民經驗及技術，以推動俄國的軍事工業民營化。98 

1992 年 12 月，俄總統葉里欽訪問中國時也同意要軍售中國，葉里欽說俄國準備要

軍售中國高科技的武器，1993 年 11 月 2 日，俄羅斯「安全會議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Russian Security Council) 」通過了「俄羅斯聯邦新軍事準則 

(RF New Military doctrine) 」擴大了俄羅斯軍方對外活動的舞台，維護了軍工集團的

利益，像是減緩軍工部門轉為民用的過程，增加國家對軍工企業的補助、促進軍火

                                                 
93 Anthony, Ian, Russia and the arms trade(Oxford [Englan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1998), p.15. 
94曹福成，「重整旗鼓收“失地” 搶奪市場居“亞軍” 俄羅斯軍貿東山再起」(Feb 25 2003)，解放軍報

網，http://www.pladaily.com.cn/gb/pladaily/2003/02/25/20030225001156_World.html。 
95 Alexander A. Sergounin and Sergey V. Subbotin, Russian arms transfers to East ASIA in the 1990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8-19. 
96 王承宗，「國際因素對「中」俄戰略夥伴關係之影響：從俄羅斯觀點的分析」，問題與研究 36, 8 (Aug 
1997): 31。 
97 畢英賢，「中共與俄羅斯關係：從正常化向夥伴關係過渡」，問題與研究 33, 11 (Nov 1994): 6。 
98 張如倫，「中共與俄羅斯軍事關係之研究」，國防雜誌 11, 7 (Jan 199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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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發展出口等，1991 年到 1994 年時俄國軍售中國都是透過俄國國防部與中國接

洽談判，991994 年 1 月之後就由俄羅斯工業品出口公司 (Rosvoorouzhenie) 負責與中

國接洽談判，而出口的決策則是由俄國高層所決定的，100俄國軍售中國也是為了要

獲取中國的金錢來還外債，
101

因此堅持對中國軍售的售價：俄國希望藉由對外軍售

改善俄國國內國防工業的財務困境，因此俄國出售武器給中國時，俄國對於武器的

價格十分的堅持，俄中雙方對武器價格所產生的爭議，顯示俄國在執行對中國軍售

政策的同時，對於商業利益的重視。 

1992 年到 1993 年，俄國擴大了對於中國武器售賣與軍事科技的轉移，
102

1995 年俄國

決心重振軍火出口貿易，把對外軍售作為振興經濟與增加軍費的重要手段之一，103總

統軍事技術合作助理、普里馬寇夫 (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Yevgeniy 

Maksimovich Primakov) 政府時期被解職的伯里斯·庫責克提出俄羅斯軍工企業轉向

武器出口，以出口帶動和改造軍工企業，增加軍工企業的投資的構想，他主張軍工

企業的生存公式是：改組加出口，特別是航太等高科技產品的出口，他認為天然氣、

石油和金屬並不能解決俄羅斯的未來，俄羅斯的未來取決於高科技，而俄羅斯的高

科技力量主要集中在軍工企業。
104

 

在 1991 年之後，俄國軍方國防部面臨兩個問題：一個是是否該為軍隊的現代化

予以籌建及規劃；另一個便是在軍事技術上給予大量的投資，軍企無法依靠生產高

科技武器 (sophisticated weaponry)而謀求生存，因此將舊武器出口便是俄國軍企唯一

的謀求生存之道，葉里欽時期俄國軍售中國的政策可以藉軍售中國解決俄國國防工

業的財務困境：由於無法取得俄國軍方的訂單，俄國國防工業強力主張拓展武器出

口，爭取訂單以賺取外匯，增加武器出口俄國國防工業維持經濟規模，葉里欽軍轉

                                                 
99 Bates Gill and Taeho Kim,＂China＇s Arm Acquisitions from Abroad＂, SIPRI research report ; 11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5. 
100 Martov,A.”Russia’s Asian sales onslaught,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May 1994): pp. 
49-54,especially p.49; and Anthony, I.et al., ”The trade in major conventional weapons,” SIPRI Yearbook 
1995:Armaments,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503-505. 
101 Bates Gill and Taeho Kim, China’s Arm Acquisitions from Abroad, SIPRI research report 
11(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70. 
102 Tai Ming Cheung ,”China’s Buying Spre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8 Jul. 1993): 24-25. 
103 侯寶泉，「俄羅斯力求發展軍火出口貿易」，東歐中亞研究 4 (1996): 70。 
104董曉陽，「俄羅斯利益集團-第十六章 軍事工業集團」(北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
http://euroasia.cass.cn/chinese/Production/Rus_lyjt/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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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戰略的另一重大調整是重返國際武器市場，以武器出口維持和促進軍事技術的發

展，保持軍事工業必要的生產能力和科研能力，1051990 年代中期，由於戰略三角互

動情勢以及俄羅斯國內政治生態的變化，迫使葉里欽重新調整對外政策路線，於

1996 年與中國建立戰略協作夥伴關係(Russian-Chinese Strategic and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Relation) ，此一戰略轉變無疑給俄羅斯軍事工業帶來一線生機，俄羅斯

軍事工業集團得以在俄中戰略協作夥伴關係的架構之下，遊說決策當局透過俄中軍

事交流的機制，拓展中國軍售市場，藉以舒緩軍事工業的財政窘境，並減緩軍事工

業轉產的進度，軍事工業改革乃成為蘇後俄羅斯經濟改革成敗的關鍵；而其中軍事

工業轉產民生用品的改革則成為軍事工業改革的關鍵，在軍轉民改革過程中，俄羅

斯金融寡頭，特別是軍事工業集團，試圖遊說減緩軍轉民改革的進程，該集團主張

繼續維持俄羅斯龐大軍事工業複合體的生產，俄羅斯金融寡頭之一的軍事工業集團

在俄中戰略協作夥伴關係 的架構下，透過俄中軍事交流的機制，拓展中國軍售市

場，以便為龐大的軍事工業複合體尋求出路，從而達到減緩甚或終止軍轉民改革的

進程。 

1997 年 3 月，俄政府對國防工業軍轉民政策再一次進行調整，從原來的「全面

軍轉民 (Defense Industry Conversion civil production in all field) 」轉向「以武器出口促

進軍轉民 (Promoting Defense Industry Conversion civil production Policy with Arms 

sale) 」，此次調整的主要目的是發揮俄國防武器的技術優勢，並以此來彌補國防工

作定貨不足，提高國防工業的研究及生産能力，
106

中俄之間軍事合作的機制建立於

1992 年的 11 月，並於 1992 年 12 月葉里欽訪問北京時簽署關於中俄軍事裝備與技術

合作備忘錄(Memorandum on the Principles of Military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107軍

事技術合作是中俄合作的重要內容，1992 年以來，中國、俄羅斯實現了軍事部門最

高領導人的互訪，中俄雙方在軍事領域發展交往和合作方面達成了一系列的協議。
108

 

                                                 
105董曉陽，「俄羅斯利益集團-第十六章 軍事工業集團」(北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
http://euroasia.cass.cn/chinese/Production/Rus_lyjt/016.html。 
106 「面向 21 世紀的俄羅斯武器裝備發展」，(March 2001)，中國工程技術訊息網，

http://home.cetin.net.cn/storage/cetin2/xw/xxz/2001/03/xx-37.htm。 
107 Paul Ingram, Controll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weaponry and related technology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5), p,24.  
108潘德禮、許志新，俄羅斯十年 政治、經濟、外交:下卷 (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3), p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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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里欽時期，俄羅斯出售高科技武器及移轉精良的軍事技術給中國，109在中俄

軍火交易的清單中，除了軍事裝備的採購外，更重要的是中俄雙方在軍火工業上的

合作，雙方在軍火工業的合作上保持定期並且密切的往來，110但俄羅斯政府仍提供

大量的武器給予中國，這是因為國防部強調出售高科技武器會危害俄國國家安全，

因此俄國防部主張要政府加強控管對外武器出口，111俄羅斯希望利用自己強大的軍

事工業和各種先進武器裝備，通過加大武器出口力度，增強與貿易國的信任感，重

塑和保持軍事大國的影響力，112俄羅斯出售中國軍武裝備，並進行軍事技術的移轉，

實質增進俄中兩國的友好與信任關係，成為發展其他關係的基礎。
113

在軍事上的目

的是俄國透過對中國軍售，進而促成中國對俄國的軍事武器方面的依賴，同時可以

掌握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進程，114俄國武器的出口是為了要重建俄國軍隊並且促成武

器生產技術的現代化，中俄關係的發展就是以軍售和支持這些軍售的功能性交流為

主要內涵，115俄國軍方強調軍售武器給中國及外國的立場，清楚地表現在俄國於 1993

年所公布的「軍事準則」 (military doctrine) 中，該文件為俄國軍事政策最高指導原

則，文件中強調對外軍售，必須在俄國的軍事政治與經濟利益之間求取平衡，1161993

年 11 月 2 日俄羅斯安全會議通過《俄聯邦軍事學說 (Military doctrine;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的基本原則》，並由葉利欽簽署總統令批准生效，這是新軍事學說的基

礎，因此 1993 年以後，俄國對中國的軍售政策是確保俄國自身的商業利益與軍事安

全並重，俄國在軍售中國時，刻意限制武器的投射能力，1993 年 11 月，俄國防部

                                                 
109李祥裕。《俄羅斯對亞太地區軍售政策(1992~2002)》。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

文，民 93 年。 
110黃河，「中俄航空合作新貌 part3」，全球防衛雜誌 201，頁 89。 
111 Paul H. Godwin,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doctrine in Chinese military planning: compensating for 
obsolescence” Military capacity and the risk of war: China, India, Pakistan and Iran. (Solna: Sipri 1997 ), 
p,44.  
 
112

夢浣，「幕後消息--誰將是真正的軍火老大？」(Nov 22 2000)，新浪網，

http://tech.sina.com.cn/oi/43344.shtml。 
113消息報，1996 年 4 月 26 日，版 3。 
114蔡明彥，「俄羅斯對中共軍售政策之研析」，戰略與國際研究 3, 2 (April 2001): p.57。 
115如 1999 年 10 月中旬，中共解放軍總參謀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和國防科委在制定新一年度軍

事發展工作計劃會議上指出，「中」俄軍事合作將邁向新全面提升時期，從 2000 年至 2004 年的五

年間，「中」俄在軍事合作上的花費，將達到 200 億美元。 
116 “Detailed account of Russia’s Military Doctrine.”Rossiyskiye Vesti(Moscow), 18 November 
1993,pp.1-2, in BBC SWB, SU/1858, 29 November 1993, p.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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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葛拉秋夫訪問中國，雙方簽署一項為期五年的『中俄兩國國防部合作協議 (五年

軍事合作協定;Agreement of Sino-Russia ministry-to-ministry defense cooperation) 』，117此

協議擴大俄國對中國的軍事技術移轉，並強調此協議不針對任何第三國，118展開出

售先進武器給中國的開端，該協議是完全依據且符合 1993 年所公布的「軍事準則」。 

《五年軍事合作協定》除獲得使俄羅斯承諾出售較先前更高質量的軍武裝備

外，也開始對中國進行如蘇愷廿七型 (SU-27) 戰機等高科技武器裝備的技術移轉，

並展開兩國的軍事交流，
119《五年軍事合作協定》的意義在於軍事科技的移轉，任

一國對他國進行高科技武器裝備的技術移轉，必須建立在兩國互信及共同戰略目標

的基礎上，顯示俄中關係有突破性的精進，120對俄羅斯而言，俄國幫助中國實現軍

事現代化政策具有戰略上的意義，因為中俄兩國軍事長期的合作是遵循兩條路線進

行，首先，發展中國的生產能力，再者，將先前售予中國的武器予以現代化，以及

販售新型武器，葉里欽的軍售中國政策是幫助中國實現軍事現代化，在平等條件下

參與軍事技術合作，不出售最先進的武器給中國，以維持一定的技術差距；
121限制

輸往中國武器的投射能力，以確保自身的安全，並可進行其戰略上之目的，實行武

器外交。
122

 

俄國長久以來軍售中國，俄中戰略夥伴關係也是官方的政策，對俄國軍企及俄

國國防部而言，俄中軍售所帶來的利益都是俄國軍企及俄國國防部所渴望的，123但

是俄國的軍售政策仍然維持一個戰略模糊的狀況，俄國的軍售法規不是一種公法法

典，俄國的軍售法令是以總統命令的方式施行的，歐布雷 (Kevin O'Prey)教授認為俄

國的軍售政策在美國的武器銷售禁制令宣布後是處於一片混亂的狀態，因為俄國政

                                                 
117

王定士，「「中」俄戰略協作夥伴關係下的亞太安全─中華民國應有之作為」，遠景季刊 1, 4 (2000,10): 

111-54。 
118 New York Times, Nov. 10, 1993, p. A15. 
119陳文賢，「從權力平衡的觀點看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 37, 3 (Mar 1998): 29。 
120

王承宗，「國際因素對中俄戰略夥伴關係之影響：從俄羅斯的觀念分析」，問題與研究 36, 8 (Aug 

1997): 30-31。 
121 Thomas W Zarzecki ,“Arming China or Arming India: Future Russian Dilemmas,“ Comparatives 
Strategy 18, 3 (July/Sep. 1999): 270. 
122 Rahul Bedi, “India to Lease Russian AEW&C Aircraft and Buy Tu-22 Bombers,” JDW (17 November 
1999): 5. 
123 Kevin O'Prey, The Arms Export Challenge: Cooperative Approaches to Export Management and 
Defense Convers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5), p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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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可以頒布前後矛盾的總統令，葉里欽總統視軍售個案而頒布總統令，這顯見葉里

欽對於軍售缺乏知識，這顯示出俄國從 1990 年代早期到 1990 年代中期時，由於俄

國對外路線的更換且無力著重於對中軍售，因而使得俄國仍無法決定哪些是可以賣

給中國與外國或哪些不可以賣給中國與外國。
124

 

1995 年末至1996年初，根據總統軍事科技助理庫責克表示，兩國長期合作將依

循下列三條路線進行：發展中國的生產能力、將先前售予中國的武器予以現代化，

以及販售新型武器，因此庫責克所言的就是葉里欽的軍售中國政策，所以葉里欽的

軍售中國政策的內涵是發展中國的生產能力、將先前售予中國的武器予以現代化，

以及販售新型武器，
125，1995 年8月，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劉華清訪問莫斯科，

與俄羅斯國防部長協議俄羅斯對中國軍售的細節，葉里欽同意向北京出售大量的先

進武器，使中國的軍事實力進一步提升。由俄羅斯軍售中國軍武裝備的質與量，清

楚地顯示俄中關係在1996 年前後持續升溫，構築俄中戰略匯合的雛形，也成為俄中

夥伴關係的基礎，俄羅斯建立「俄中戰略夥伴關係 (Russian-Chi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Relation) 」後，出售中國武器的質與量上都顯著提昇，並開始進行技術

移轉，授權中國製造戰機。 

 

 
 

第二節 普欽時期俄羅斯軍售中國政策 : 2000─06 

 

 

 

                                                 
124 Felgengauer P., ‘Sino-Russian defense cooperation and arms sales’, eds A. J. Pierre and D. Trenin, Russia and 
the World Arms Trad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Washington, DC, 1997), p. 98. 
125 無獨有偶，中國於 4 月 24 日從俄羅斯驗收第一批在 1995 年就敲定的買賣--共計 11 架的蘇凱二十

七（Su-27）型飛機。根據俄羅斯國防部長 Pavel Grachev 的說法，另外的 11 架飛機以及其他的空中

防禦系統，將會在 4 月 25 日運抵中國。路透社 4 月 25 日的報導指出另一項相關發展：一位台灣的

國防部官員於 4 月 24 日指責中共購買性能優越的蘇凱二十七（Su-27）型飛機會威脅到台海安全。

而台灣方面為了與中共獲得蘇凱二十七（Su-27）之後的武力相抗衡，將會開始驗收 150 架美製的 F-16
戰機及 60 架法國幻象 2000 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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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止出售高敏感的先進武器給中國(2000 年起) 

在 2000 年時，俄國外長伊格爾‧伊萬諾夫 (Игорь Сергеевич Иванов; Igor Ivanov) 限

制俄國只能出售防衛性武器給中國，若要出售攻擊性或高科技武器(sophisticated 

weaponry) 也只能以國際協定訂定之，俄羅斯國防部為維持區域平衡需要，俄方保

證不向中國出售航空母艦、核潛艇、戰略轟炸機等「戰略性武器」，超過三百公里以

上的任何導彈也不列入考慮，
126俄羅斯雖仍會向中國出售大量武器裝備，但會逐步

加強軍售限制，並將強調以防禦性武器和武器成品為主，限制先進攻擊性武器出口

和軍事科技的轉移，並在軍事科技上保持領先中國 10 至 15 年地位，為了在軍售中

國時可以確保只售防衛性武器的原則，對於出售武器的質與量都經過審慎評估，2000

年 3 月，俄國總統普欽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祕書長謝爾蓋‧伊萬諾夫 (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Иванов; Sergey Borisovich Ivanov) 決定要出售中國武器，但是俄國卻限

制中國不可以用所購買的武器去解決台灣問題，並且俄國政府禁止出售高敏感的先

進武器給中國，
127因此賣給中國的武器系統都是低品質的武器與防衛性的武器。基

於長久以來對中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顧慮，俄羅斯領導人對軍售中國的武器種類和

精密程度仍設下若干限制，另一方面由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祕書長謝爾蓋‧伊萬諾夫

及普欽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Vladimirovich Vladimir Putin) 都是聖彼得

堡幫的人，因此聖彼得堡幫 (St. Petersburg Bloc) 及強力部門在俄國軍售中國政策上

是主張限制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 

基 於 2000 年 4 月 俄 國 公 佈 的 新 軍 事 準 則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Military 

doctrine) ，因此俄國原則上出售給中國的現代化武器是以防衛性為主，
128所以中國

亦只能採購較先進的軍事裝備，而對於俄羅斯軍方當前最尖端和最先進的武器裝

備，俄國仍有所保留，129普欽於 2001 年 2 月開始對武器出口機制採取緊縮政策，在

2001 年 2 月 22 日的國家安全會議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Ф; Russian Federation national 

                                                 
126「俄羅斯保證不賣航空母艦給中國」，夜光新聞，木子網，

http://latelinenews.com/cc/chinese/22117.shtml 
127 Stephen J. Blank,” Military Capabilit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 July 2000),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http://www.fas.org/spp/starwars/congress/2000_h/00-07-19blank.html. 
128應紹基，「俄羅斯軍售中共和印度武器差異性之研析」，海軍學術月刊 37, 10 (Oct 2003): 39。 
129 Gary Klintworth, ”Regional defense budgets down,Russian arms selling well, ”Asia-Pacific Defense 
Reporter XXV, 8 (January 2000):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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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conference) 中討論此議題，俄羅斯又儘量避免將最先進的武器賣給中國，為

徹底實施軍售防衛性武器給中國的政策，因此在質的管制方面，俄羅斯避免出售極

為尖端的軍武裝備，以免中國在武器技術研發上超越俄羅斯，反而形成俄羅斯南方

的威脅，事實上，中國取得蘇愷廿七 (SU-27)的製造授權後，便積極向俄羅斯提出

購買蘇愷卅五 (SU-35) 的要求，俄羅斯基於自身國防安全的考量拒絕中國的要求，

在量的管制方面，俄羅斯出售或授權中國製造的武器數量均有一定的限制，使中國

的軍武裝備不致於全面威脅俄羅斯的安全，
130俄羅斯希望中國始終成為俄製武器裝

備的購買者、使用者，而不願意輸出技術或者聯合研發新式裝備，
131

因此俄中軍售

在中俄戰略關係的環節中之角色，顯示出俄國仍對中國有所顧忌。  

二、出售新式武器政策(2001 年起) 

由中俄軍事技術轉移的情形可以看出，普欽決心幫助中國達成取得台海及台海

上空的軍事優勢，在對中國的軍售中，提高對中國技術轉移的程度，並出售科技層

次較高的武器，在俄對華武器出口上，俄羅斯國防部基於中國可能會使用俄製武器

對付俄羅斯而阻止了中國購買某些先進的俄製裝備和技術，事實上，這是一種俄羅

斯版的「中國威脅論 (The argument of China Threat) 」，對中俄友好合作極為不利，

132因此俄國政府實施軍售中國防衛性武器的政策是受到中國威脅論的影響，到了

2001 年 2 月情況有所轉變，2001 年 2 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年上將率領的中國

政府代表團對俄羅斯聯邦為期四天的正式訪問，訪問期間，俄羅斯總統普欽、總理

卡西亞諾夫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 Mihail Mihaylovich Kas’yanov) 、國防

部長伊戈爾‧謝爾給也夫 (Игорь Сергеев; Igor Sergeyev) 元帥分別會見了張萬年，

就進一步發展兩國戰略協作夥伴關係和雙方感興趣的問題深入交換了意見，並達成

廣泛共識，俄政府負責軍火貿易的副總理克列巴諾夫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Ilya 

Klebanov) 表示，俄中兩國將簽署新軍售協議，克列巴諾夫沒有透露更多細節，但

聲稱俄國不會向中國出售核潛艇，估計該協議涉及總額高達 150 億美元的先進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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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君，「當前中共與俄羅斯的關係」，中國大陸研究 36, 12 (Dec 1993): 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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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133因此俄國政府在 2001 年 2 月時，就開始對中國軍售防衛性武器政策已有變

動的情況出現，由完全禁止出售高科技武器的出售防衛性武器政策轉變到具有高科

技性質的攻擊性武器，但是在武器性能上不算是非常好的高科技武器，也就是說轉

變到只出售較為高科技的武器給中國。 

俄國的軍售中國政策的決策階層受到聖彼得堡幫及其所屬的強力部門以及葉里

欽幫 (Yeltin Bloc) 的人所干涉並且受到以此兩個團體(葉里欽幫及聖彼得堡幫)的政

商關係而形成，因此受到政治派系及現實利益的影響下，莫斯科不斷向北京出售較

為精密先進武器，
134

這是因為俄羅斯軍工綜合體的發展只能依靠向中國出口軍事技

術和武器裝備而生存的緣故，135以卡西亞諾夫 與沃洛申 (Александру Волошину; 

Alexander Voloshin) 為首的葉里欽幫在俄對中軍售決策上是以經濟利益至上為唯一考

量，俄、中關係的發展，儘管雙方高層頻繁互訪，宣佈加強合作，但是雙方在石油

領域的合作、先進武器買賣等關鍵領域的表現，卻是完全互不信任的情況，136俄中

兩國為了更加緊密的發展戰略協作夥伴關係及軍售的關係，2002 年 12 月 1 日俄羅

斯總統普欽對中國進行三天訪問，隨普欽訪華的俄羅斯國防部長已和遲浩田達成中

俄兩國軍事國防合作的基本協定，分兩個階段，即 2000 年至 2005 年和 2005 年至 2015

年實施，雙方合作的專案主要有：①中俄合作研製新一代航空器，地對地、地對空、

空對空等系列導彈 (Land to Land or Land to air or air-to-air missile) ；②中俄合作研製

雷射 (Laser) 、束光、中子等高科技軍事領域裝備；③中俄兩國擴大軍事院校交流

和互訪，中國有四百五十名空軍、二炮、海軍軍官到俄國深造；④中俄兩國將聯合

舉行軍事演習，和實戰類比高科技戰爭演習；⑤中國將于第一階段向俄國購買和引

進新一代高科技軍事裝備，款額達 150 億美元，此外，中俄兩國國防部、總參謀部 (The 

                                                 
133 「北京擬斥千億向俄購武 兩國定期交換涉美台軍事情報」(Feb 24 2001)，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24/n50935.htm。 
134 蘇武，「俄羅斯與中共現階段的軍事合作關係」(Aug 1 2003)，軍事家-全球防衛，

http://www.diic.com.tw/comment/06/930127-3.htm。 
135 「俄防長稱軍工綜合體發展只能依靠向中出口武器」(Nov 09 2002)，環球軍事論壇，

http://sh.netsh.com/bbs/3768/messages/29792.html。 
136張弘光，「俄羅斯與中國政策剖析」(Feb 5 2005)，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gb/5/2/5/n8050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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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taff Headquarters) 、軍兵種司令部將建立對口友好合作關係，137因此在俄國

軍售中國政策中，俄國政府在 2001 年 2 月以前是完全不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而

後轉變到在 2001 年 2 月後是出售較為高科技的武器給中國，到了 2002 年 12 月之後，

俄國軍售中國政策轉變為完全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並且俄國還與中國合作研發

高科技武器。 

普欽於 2002 年 12 月之後決定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我們可以從普欽的言論

之間看到鑿痕，例如：俄羅斯總統普欽於 2003 年 4 月 24 日就指出，俄羅斯應大力

增加武器出口的種類，特別是高技術武器裝備的出口，普欽在俄羅斯軍事技術合作

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講話說，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可以推動科技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他

同時強調，俄羅斯也應加強其對外軍事技術裝備出口的售後服務和產品升級工作，

普欽還指出，俄聯邦執行權力機關和各企業在與國外的軍事技術合作中應協調行

動。
138 

俄國防部長伊萬諾夫於 2004 年 4 月 20 日至 23 日訪華，主要目的是為了穩定在

中國的武器市場，由於面臨歐盟(EU)國家的競爭壓力，俄對華軍售政策已出現一些

鬆動，可能取消對中國出口高精確度武器的限制，或和中國共同研製這些武器，莫

斯科對中國售武變得相當挑剔，只提供俄羅斯總參謀部允許的產品，常常是過時或

俄軍裝備的類似武器，且俄方對維修和技術服務要高價，費用等於合約本身的價值，

中國軍方對此十分不滿，俄羅斯總參謀部把對中國的限制，解釋為對快速發展的中

國的種種擔憂，俄方不希望提高中國軍隊的戰鬥力，因為有可能對西伯利亞和遠東

造成威脅，俄羅斯負責軍事技術合作人士認為，莫斯科應當盡快改變作風，不能靠

向夥伴提供不會威脅俄羅斯軍隊的過時武器來維持軍事平衡，而應當通過向俄羅斯

軍隊提供最先進的武器來保持這一平衡。
139 

                                                 
137 「國外媒體報道中俄將進行大規模戰略聯合演習」(Jul 6 2002)，華夏經緯網，

http://news.beelink.com.cn/20020706/1150743.shtml。 
138 「普京稱俄除了賣戰鬥機外還應賣軍艦坦克(圖)」(Apr 24 2004)，新華網，

http://www.people.com.cn/GB/junshi/63/20030426/980070.html。 
139 「傳俄放寬限制出售中國先進武器」(May 01 2004)，中央社，

http://news.yam.com/cna/china/news/200405/2004050101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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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俄羅斯而言，保持中國的武器銷售市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一些歐盟

(EU)國家積極推動解除對華軍售禁令的背景下，因此，俄羅斯的企業向北京提供了

新式的、更為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樣式，俄羅斯調整對外武器出口政策意味著克里姆

林宮已開始為向中國出售某種新式武器，因此間接證明中國最終可能會獲得過去俄

羅斯一直不願意出售的某些先進武器，
140普欽 2005 年 9 月 7 日在索契簽署了一道新

的有關軍火銷售的命令，這命令對俄現行軍火銷售政策進行了修正，新的軍火銷售

政策將變得更加機動靈活，在向外國出口武器裝備時，官僚程序和各種審批門檻也

將被減少。 
141

 

三、重振軍火出口大國地位的政策 

普欽較葉里欽 (B.Yeltin) 善於利用軍售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藉著軍售使兩國之

間的關係更密切，也利用軍售做為談判的工具，使俄羅斯在國際上的地位更加活躍，

這也是普欽與葉里欽最為不同的地方，
142普欽總統希望修正葉里欽時代軍售中國體

制及軍售中國政策上的混亂，普欽在 2000 年 7 月訪問中國時，普欽說：「俄國是一

個歐亞大國，因此俄國必須採取一個平衡的政策，因此中國無疑的是俄國的優先性

之一」，
143

2004 年 3 月政府改組中，國防出口被完全納入了國防部的掌控之下，俄政

府通過上述一系列措施，力圖重振其軍火出口大國的雄風。144 

四、擴大軍事技術合作政策 (Policy of expanding in Military Technical Cooperation) 

2000 年初，代總統普欽會面遲浩田，同時遲浩田也會見了總理卡西亞諾夫，雙

方在軍事合作方面達成以下共識：軍售範圍擴大、軍事技術合作升級等等，
145

但是

到後來在普欽的主導決議下，從 2000 年初到 2001 年初之際，俄國對中國軍售政策

                                                 
140 「中俄關係不斷密切 軍事技術合作邁向更高層次」(Sep 15,2005)，華夏經緯網，

http://www.huaxia.com/js/jsgc/2005/00366294.html。 
141 「曹剛川訪俄獲高規格接待 普京修正軍火銷售政策」(Sep 07 2005)，搜狐，

http://zhaoshang.sohu.com/agent_new/showarticle.php?id=8520。 
142李祥裕。《俄羅斯對亞太地區軍售政策(1992~2002)》。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

文，民 93 年。 
143 「普京的俄羅斯復興之夢」(June 9 2003)，中新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06/09/content_910684.htm。 
144

王逸峰，「剖析俄對華武器出口走向(2)」(Dec 27,2005) ， 中華網，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military.china.com/zh_cn/jzwq/01/11028429/20051227/12981463_1.html。 
145 王定士，「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之研究」，政大俄羅斯學報 2 (Jan 200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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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定調在只出售防衛性武器給中國，2000 年的 1 月中旬，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再度

訪俄，與俄國防部長謝爾給也夫舉行正式會談，雙方並簽署了《中俄兩國國防部關

於進一步加強軍事領域合作的相互諒解備忘錄》，這意味著俄羅斯軍隊基本上不採

購新式武器，只有依靠向中國出售武器才可以將俄羅斯的軍工企業保存下來，並且

在中俄軍火貿易規模擴大的事實上保持現有的雙方軍火貿易規模的基礎上將這一規

模進一步擴大或者是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
146在普欽的主導俄軍售中國政策下，將

俄國軍售中國政策轉變到出售較高科技的武器給中國的政策多半是具有經濟上賺取

外匯的考量，同時也有國安因素的考量，因此軍售中國有力量及有價值的武器符合

俄國的商業利益及軍事政治的利益。147 

在擴大俄中軍事合作的原則上，普欽總統希望在保持目前對華軍售的基礎上進

一步擴大或提高向中國銷售武器的層次，俄羅斯國防部長謝‧伊萬諾夫和中國國防

部長遲浩田於 2002 年簽署了一系列軍事和軍事技術合作領域的協定，俄中擴大軍事

技術合作的內容將包括從出口武器轉爲共同研製新武器，
148俄羅斯政府總理米哈伊

爾‧卡西亞諾夫於 2002 年 8 月 21 日到 23 日對中國進行訪問，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

民主席和朱鎔基總理等中國領導人主要就擴大俄中雙邊經貿和軍事技術合作問題進

行會談，149卡西亞諾夫要就三個領域中等衆多問題與中國方面進行一系列艱苦的談

判，這三個領域包括：中國與俄羅斯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俄羅斯加入世貿組織 

(WTO) 以及中國與俄羅斯之間的經濟貿易合作，在軍事技術合作方面，俄羅斯將進

一步擴大向中國出售武器裝備的規模。
150

 

2001 年 4 月俄外長伊萬諾夫與唐家璇間的會面及 2001 年 7 月的俄中睦鄰友好合

作條約 (Sino-Russian Good-Neighborly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都標示著

                                                 
146 「普京訪華要談軍火交易」(Nov 29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1/29/n250583.htm。 
147 Konstantin Makiyenko,” The Russian-Chinese Arms Trade: an Attempt at Qualitative 
Analysis”(http://mdb.cast.ru/mdb/2-2004/at/rcat/. 
148 「中俄簽署一系列軍事合作協定」(June 03 2002)，中國互聯網新聞中心，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ch-yuwai/155100.htm。 
149 「俄羅斯總理卡西亞諾夫即將訪問中國」(Aug 16 2002)，莫斯科華人報，

http://www.renmin-hotel.com/huaren/baodao/1-400/elszl.htm。 
150 「俄羅斯總理卡西亞諾夫即將訪問中國」(Aug 16 2002)，莫斯科華人報，

http://www.renmin-hotel.com/huaren/baodao/1-400/elsz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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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在 2001 年 2 月決議要出售較為高科技武器給中國後，俄國將俄中關係由軍售關

係鞏固及提高到戰略夥伴的準同盟關係的意涵，同時也藉由兩國間的條約與協定將

出售更高級的高科技武器做一宣示並為日後完全開放完全高科技武器做一準備的預

備步驟，因此對俄國而言，這具有戰略上的考量，伊萬諾夫國防部長在 2002 年 5 月

30 日訪問北京，商談擴大俄中軍事技術合作事宜，則是以反恐為擴大區域合作的主

軸，顯見外交方向已轉向拉攏中國，以擴大東亞影響力，
151也就是說俄國是以軍售

較為高的高科技武器給中國做為拉攏中國的策略與工具，因此在俄國與美交好之

際，普欽為了擺脫中國的戰略羈絆且與美國交好的情況下，普欽藉由軍售中國較為

高的高科技武器來安撫及穩定俄中關係。 

2002 年 12 月普欽訪華的時候，普欽決議要出售完全高科技的武器給中國並與

中國合作研發武器，並且要吸收中國參加俄羅斯第五代戰鬥機 (Fifth Flight) 的研製

開發工作，
152普欽決議要出售完全高科技的武器給中國並與中國合作研發武器的用

意完全是為了俄國的國家利益，中俄之間從 1992 到 2003 年以來的軍事技術合作，

已經從簡單的購買與仿製模式，經過改進和提高模式，上升為新的合作研製適應未

來國家和國際安全需要的新型裝備模式，中俄軍事合作主要建立在中國經濟條件發

展和俄羅斯軍事高科技的基礎上，進行國際安全框架下的兩國正常軍事合作，
153是

故，中俄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已經從簡單的購買與仿製模式，經過改進和提高模

式，上升爲新的合作研製適應未來國家和國際安全需要的新型裝備模式，154隨著中

國技術水準的提高和中俄關係的深入，中俄的軍事技術合作將出現一種新的模式，

就是合作研究模式。 

五、重印度輕中國政策 

分析人士指出，普欽此舉的主要戰略意圖除經濟因素外還包含有強烈的政治目

                                                 
151 杜默，「《國際索隱》「安定之弧」 普廷外交新主張」(June 09 2002)，自由電子新聞網，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jun/9/today-int3.htm。 
152 「普京訪華要談軍火交易」(Nov 29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1/29/n250583.htm。 
153 「中俄軍事技術合作道路寬廣」(Dec 23 2003)，新華網，

http://news.tom.com/1002/20031223-542549.html。 
154 「俄被迫放棄弱鄰思想 可能提供中國更先進武器」(May 12 2004)，紅狐貍軍事天地，

http://www.redfox88.com/e3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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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爲加大武器出口力度可增強與貿易國的信任感，重塑和保持俄軍事大國的影

響力，俄羅斯向中國出售的是它已裝備的武器，而印度則得到與俄羅斯設計局共同

研製的更先進的武器系統，原因在於，根據俄羅斯軍事政治學說，印度在很長時間

內將不是潛在的競爭對手。 

俄羅斯要求中國不管是否能如期交貨都必須先付款，但是俄羅斯對於印度就顯

的較為寬鬆，除了並未要求立即付款外，還提供印度貸款以購買俄羅斯新式武器以

及進行現有武器系統的更新，俄羅斯在出售武器給予中國的同時也出售軍火給予印

度，
155

對此，中國內部出現抗議的聲浪，認為「俄羅斯白送武器給印度，中國當了

冤大頭」，156因此在俄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時，俄國利用印中兩國間的矛盾而在軍

售上對印中兩國採取不同的政策，這顯示出普欽認為為了充實國庫而軍售高科技武

器給中國以賺取外匯，但為了避免中國對俄國國安的威脅，以軍售上的差別待遇來

使印度制衡中國，俄羅斯對於出售給中國的價格態度上相當堅持，俄羅斯所生產的

武器已經較美國或其他歐洲國家為低，俄羅斯必須依靠軍售維持經濟命脈，並不願

意對售價讓步。
157 

因此俄羅斯出口給中國的武器系統都落後於俄羅斯現在的水平，軍事工業要發

展，必須擁有發展的資金，俄羅斯沒有辦法提供這樣的資金，那麼，退而求其次，

向中國出售次等一點的武器，印度得到的武器要比中國先進，這主要是由於俄羅斯

政府高層一些人的顧慮，
158由俄國售予中國與印度的武器，可明顯發現具有甚高的

差異性，主要的差異在於性能方面，售予印度者性能較高；其次在售予的時間上，

印度比中國先購得使用，具有如此甚高的差異性，主要基於安全考量、戰略考量與

提升俄羅斯在亞太地區影響力的考量，因為俄國對中國與印度軍售的政策為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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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李祥裕。《俄羅斯對亞太地區軍售政策(1992~2002)》。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

文，民 93 年。 
158 「俄羅斯為什麼要賣武器給中國？」(July 29 2001)，secretchina，

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1/7/29/4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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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可能售予防衛性武器，對印度則可售予攻擊性武器，159俄國對中國與印度軍售的

政策為對中國儘可能售予防衛性武器，對印度則可售予攻擊性武器。160 

 

六、幫助中國軍隊現代化政策 

在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過程中，俄羅斯提供了不少幫助，俄羅斯賣給中國的武器有先

進的戰鬥機，潛水艇以及威力強大的「現代」級驅逐艦，俄羅斯軍工企業積極參加

中國軍隊武器裝備的改進計劃，俄羅斯向中國大量出售武器並用自己的武器裝備提

高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水準，不僅僅是一種商業行爲，而是俄政府把它看成是俄中軍

事擴大合作和發展俄中兩國戰略夥伴關係的基礎，從 2000 年到 2006 年期間，不論

俄國對中國的軍售政策是出售防衛性武器還是出售較高的高科技武器政策，抑或是

出售完全的高科技武器政策，這些政策的背後動機是俄國要將中國的武器予以現代

化，並且使中國在有限度的現代化後，促使中國的軍事敵人可以放在台灣的目標上，

同時可因此減少對俄國的威脅，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俄羅斯快速地擴大對中

國的軍售，包括戰鬥機、潛艇和驅逐艦在內，2002 年俄國和北京當局武器交易的主

要簽約總額接近五十億美元，全部都是針對增強解放軍的海軍力量，反映出俄羅斯

一方面維持接近美國的基本方針，一方面則追求實利，所以普欽時期俄國在軍售中

國政策上也是採取務實的態度，同時在普欽執政時期，俄國軍售中國政策是為了要

擺脫中國的戰略羈絆的動機下，俄向美國交好的同時，俄國藉由向中國軍售一來維

護俄國外匯收入的來源；其次可以維護與中國間的外交及戰略關係；第三是可以藉

對中政策向美國打中國牌，進而在俄中美戰略三角關係 (Strategic Triangle relation of 

Russia-P.R.C-USA) 上爭取主導權；最後是根據美國五角大樓 2002 年 7 月 12 日向國

會提交的《2002 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力量的年度報告》，
161原屬於前蘇聯(FSU)

的一些國家正在通過武器出售和技術轉移幫助中國加強軍事力量，報告說，2001 年

7 月，北京和莫斯科簽訂了一項為期五年的空間合作協定，包括建立聯合開發部門，

研製區域導彈防禦系統和新一代的高科技武器設備，因此俄羅斯對中國的武器出售

                                                 
159 應紹基，「俄羅斯軍售中共和印度武器差異性之研析」，海軍學術月刊 37, 10 (Oct 2003): 31-32。 
160應紹基，「俄羅斯軍售中共和印度武器差異性之研析」，海軍學術月刊 37, 10 (Oct 2003): 31-32。 
161 報告的英文全文見：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ul2002/d20020712china.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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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術幫助加速了北京的軍隊現代化，並可能將對其使用軍事力量的能力產生重大

影響，162同時俄國可藉由軍售中國使中國武器現代化，進而使俄國可以完全掌握中

國的軍事武器的未來動態。 

表 2-1 普欽時期俄國政治人物對軍售中國的看法 
 

俄國政治人物或派系 對軍售中國的看法 
俄國外長伊格爾‧伊萬諾夫 (Igor 

Ivanov; Иванов Сергеевич Игорь) 
限制俄國只能出售防衛性武器給中

國，若要出售攻擊性或高科技武器

(sophisticated weaponry) 也只能以國際

協定訂定之。 
俄羅斯國防部謝爾給也夫 保證不向中國出售航空母艦、核潛艇、

戰略轟炸機等「戰略性武器」，俄羅斯

雖仍會向中國出售大量武器裝備，但會

逐步加強軍售限制，並將強調以防禦性

武器和武器成品為主，限制先進攻擊性

武器出口和軍事科技的轉移，並在軍事

科技上保持領先中國 10 至 15 年地位。 

謝爾蓋‧伊萬諾夫 (Sergey Borisovich 

Ivanov; 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ИВАНОВ)

1. 要出售中國武器，但是俄國卻限制

中國不可以用所購買的武器去解決

台灣問題，並且俄國政府禁止出售

高敏感的先進武器給中國。 

2. 使俄國軍企可生存就必須軍售外

國。 

3. 基於中國可能會使用俄製武器對付

俄羅斯而阻止了中國購買某些先進

的俄製裝備和技術。 

4. 2004 年時其看法是為了穩定在中國

的武器市場，由於面臨歐盟(EU)國

家的競爭壓力，俄對華軍售政策已

出現一些鬆動，可能取消對中國出

口高精確度武器的限制，或和中國

共同研製這些武器。 

聖彼得堡幫 1. 主張限制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 

2. 使俄國軍企可生存就必須軍售外

國。 

普欽總統(2000 年到 2001 年)的決策 普欽有其政經及戰略上的考量，但仍限

                                                 
162  「國防部報告談前蘇聯國家對中國發展軍備的作用」(Jul 19 2002)，看中國，

http://kanzhongguo.com/news/articles/2/7/19/21267.html。 
 



 72

制軍售高科技武器給中國。 

普欽總統(2001 年到 2002 年)的決策 普欽決心幫助中國達成取得台海及台

海上空的軍事優勢，在對中國的軍售

中，提高對中國技術轉移的程度，並出

售科技層次較高的武器。 

克列巴諾夫 (Ilya Klebanov;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 

不會向中國出售核潛艇。 

卡西亞諾夫 (Mihail Mihaylovich 

Kasyanov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 

俄羅斯將嚴格按照兩國政府間簽署的

合約履行協定，俄羅斯對華軍售的出發

點是增進兩國友誼和經濟關係，俄羅斯

向中國提供現代化軍事裝備時不會考

慮中國對俄羅斯遠東地區的軍事威

脅，俄羅斯相信中國方面沒有任何威脅

俄羅斯遠東地區的計劃。 

葉里欽幫 俄對中軍售決策上是以經濟利益至上

為唯一考量。 

庫責克 (Boris kuzyk ;.Б. Н Кузык) 俄有條件每年依靠出售軍火獲得 50 億

美元的外匯收入，為了達到這一目的，

俄羅斯必須與外國建立高效運作的軍

事技術合作體制。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表 2-2 普欽政府軍售中國政策的演變簡表 
時期 政策主軸 內涵 

2000 年---2006 年 重振軍火出口大國地位

的政策 
利用軍售作為外交政策

的工具，藉著軍售使俄中

兩國之間的關係更密

切，也利用軍售做為談判

的工具，使俄羅斯在國際

上的地位更加活躍。 
2000 年---2006 年 擴大軍事技術合作政策 1. 軍售範圍擴大、軍事

技術合作升級，將俄

國軍售中國政策轉變

到出售較高科技的武

器給中國的政策多半

是具有經濟上賺取外

匯的考量，同時也有

國安因素的考量。 

2. 從出口武器轉爲俄中

共同研製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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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年---2006 年 重印度輕中國政策 

 

在俄出售高科技武器給

中國時，俄國利用印中兩

國間的矛盾而在軍售上

對印中兩國採取不同的

政策，這顯示出普欽認為

為了充實國庫而軍售高

科技武器給中國以賺取

外匯，但為了避免中國對

俄國國安的威脅，以軍售

上的差別待遇來使印度

制衡中國。 

2000 年---2006 年 助中國軍隊現代化政策 

 

俄羅斯向中國大量出售

武器並用自己的武器裝

備提高中國軍隊的現代

化水準，不僅僅是一種商

業行爲，而是俄政府把它

看成是俄中軍事擴大合

作和發展俄中兩國戰略

夥伴關係的基礎。 

2000 年—2001 年 禁止出售高敏感的先進

武器給中國 
基於國家安全及戰略考

量，俄羅斯希望中國始終

成為俄製武器裝備的購

買者、使用者，而不願意

輸出高科技技術或者聯

合研發新式裝備。 
2001 年起--2001 年 2

月後 
出售新式武器政策 1. 普欽決心幫助中國達

成取得台海及台海上

空的軍事優勢，在對

中國的軍售中，提高

對中國技術轉移的程

度，並出售科技層次

較高的武器，但俄國

防部基於中國可能會

使用俄製武器對付俄

羅斯而阻止了中國購

買某些先進的俄製裝

備和技術。 

2. 俄國政府在 2001 年 2

月時，就開始對中國

軍售防衛性武器政策

已有變動的情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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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由完全禁止出售

高科技武器的出售防

衛性武器政策轉變到

具有高科技性質的攻

擊性武器，但是在武

器性能上不算是非常

好的高科技武器，也

就是說轉變到只出售

較為高科技的武器給

中國。 
3. 卡西亞諾夫則反對不

軍售高科技武器給中

國，其理由是俄羅斯

將嚴格按照兩國政府

間簽署的合約履行協

定，俄羅斯對華軍售

的出發點是增進兩國

友誼和經濟關係，俄

羅斯向中國提供現代

化軍事裝備時不會考

慮中國對俄羅斯遠東

地區的軍事威脅，俄

羅斯相信中國方面沒

有任何威脅俄羅斯遠

東地區的計劃。 
2002 年 12 月之後 完全出售高科技武器給

中國 

1. 出售高科技武器給中

國，並且俄國還與中

國合作研發高科技武

器。 

2. 高技術武器裝備的出

口，增加武器出口的

種類。 

3. 俄羅斯也應加強其對

外軍事技術裝備出口

的售後服務和產品升

級工作。 

4. 新的軍火銷售政策將

變得更加機動靈活，

在向外國出口武器裝

備時，官僚程序和各

種審批門檻也將被減



 75

少。 

5. 以軍售較為高的高科

技武器給中國做為拉

攏中國的策略與工

具。 

6. 俄中雙方的合作互動

模式從簡單的購買與

仿製模式，經過改進

和提高模式，上升爲

新的合作研製適應未

來國家和國際安全需

要的新型裝備模式。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普欽時期俄中高層在軍售及軍事方面的會談簡表請見下表： 

表 2-3 普欽時期俄中高層在軍售及軍事方面的會談簡表 
會談時間 會談雙方人物       會談內容 

2000 年的 1 月中旬 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再

度訪俄，與俄國防部長謝

爾給也夫舉行正式會談 

雙方並簽署了《中俄兩國

國防部關於進一步加強

軍事領域合作的相互諒

解備忘錄》，這意味著俄

羅斯軍隊基本上不採購

新式武器，只有依靠向中

國出售武器才可以將俄

羅斯的軍工企業保存下

來。 
2000 年初 代總統普欽會面遲浩

田，同時遲浩田也會見了

總理卡西亞諾夫 

雙方在軍事合作方面達

成以下共識：軍售範圍擴

大、軍事技術合作升級。 
2000 年 7 月 17 日至 19 日 俄羅斯聯邦總統普欽及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羅

斯聯邦北京宣言，宣言中

確定中國和俄羅斯進一

步全面綜合發展經貿、科

技和軍技領域的合作。 
2000 年 11 月 卡西亞諾夫及中共總書

記江澤民 

主動提議兩國在 2000 年

締結防衛條約，並提出兩

國十五年軍事合作計

劃，該計劃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俄對中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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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總值１５０億美元的

武器與軍事科技；第二階

段（２００６－２０１

０）：中俄締結執照契

約，自行生產俄製武器，

並著手推動研發新軍事

科技的中俄共同開發計

劃；第三階段（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中俄兩國

在軍事與科學合作領域

上成為全方位的夥伴，兩

國的共同軍事演習開始

常態化，
163在海軍方面，

俄羅斯出售先進的現代

級驅逐艦(Sovremennyy 

Class destroyers--Project 

956) 及相關艦載武器系

統、基洛級潛艦 (Kilo 

class submarine) 、海力克

士號反潛直昇機等，大幅

提昇中國海軍船艦現代

化，並加強中國海軍反

艦、反潛、防空等作戰能

力，將中國近岸防禦能力

向外沿伸為近海防禦。 

2001 年 2 月 俄羅斯總統普欽、總理卡

西亞諾夫 (Mihail 

Mihaylovich Kas＇yanov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 、國防部長伊

戈爾‧謝爾給也夫 (Igor 

Sergeyev; Игорь 
Сергеев) 元帥分別會見

了張萬年 

就進一步發展兩國戰略

協作夥伴關係和雙方感

興趣的問題深入交換了

意見，並達成廣泛共識。 

2002 年 5 月 30 日 俄羅斯國防部長伊萬諾

夫訪問中國，國防部長伊

萬諾夫和中國國防部長

遲浩田 

1. 地區安全課題，全球

反恐戰爭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和

有組織犯罪問題、軍

                                                 
163

張錫模，「中俄關係：短期夥伴長期對手」(Aug 15 2001)，人民報，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1/8/15/15100p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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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控制 (Arms control)

和武器擴散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以及俄羅

斯向中國出售先進武

器等。 

2. 簽署了一系列軍事和

軍事技術合作領域的

協定，俄中擴大軍事

技術合作的內容將包

括從出口武器轉爲共

同研製新武器。 

2002 年 8 月 21 日到 23 日 卡西亞諾夫與中國國家

主席江澤民主席和朱鎔

基總理 

中國與俄羅斯之間的軍

事技術合作、俄羅斯加入

世貿組織 (WTO) 以及

中國與俄羅斯之間的經

濟貿易合作，在軍事技術

合作方面，俄羅斯將進一

步擴大向中國出售武器

裝備的規模。 

2002 年 12 月 1 日 俄羅斯總統普欽對中國

進行三天訪問，隨普欽訪

華的俄羅斯國防部長已

和遲浩田達成中俄兩國

軍事國防合作的基本協

定。 

1. 中俄合作研製新一代

航空器。 

2. 中俄合作研製高科技

軍事領域裝備。 

3. 中俄兩國擴大軍事院

校交流和互訪。 

4. 中俄兩國將聯合舉行

軍事演習。 

5. 中國將于第一階段向

俄國購買和引進新一

代高科技軍事裝備。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第三節  北方造船廠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爭食訂單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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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年俄羅斯副總理克列巴諾夫 (Ilya Klebanova;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 率領由核

能及軍工界人士組成的代表團訪中國，商談俄中兩國之間的大宗軍火貿易，抵達北

京的克列巴諾夫和中國國務委員吳儀會談，且會見了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

總理朱鎔基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年，雙方談到中國購買的第二艘俄羅斯製造的現

代級驅逐艦 (Sovremennyy Class destroyers--Project 956) 的交貨時間以及在中國生產

蘇愷 27 (SU-27) 型戰鬥機的事，根據 1997 年簽訂的合約，俄國向中國提供兩艘裝

備有蚊式超音速巡航導彈的驅逐艦，價值為八億美元，射程為 120 公浬的巡航導彈

據認為是同級別武器中最好的，因為這種導彈無法被攔截，俄羅斯已於 1997 至 2000

年按 956зM 出口圖紙爲中國造了兩艘驅逐艦，俄羅斯向中國出售的第二艘驅逐艦已

經在 2000 年 11 月 25 日交貨，比 1997 年簽訂的合約的交貨日期提前了 4 周，就在

驅逐艦交貨的同時，負責俄國軍火出口的副總理克列巴諾夫還和中國中央軍委副主

席張萬年談判，向中國出售俄國先進的空載預警系統，並且俄國總理卡西亞諾夫 

(Mihail Mihaylovich Kas＇yanov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 也同時在 2000 年

11 月訪問中國時和中國簽訂了八個合作協議，及六個商業合約，內容包括俄國向中

國新疆航空公司出售三架伊柳辛 (IL-96) 運輸機，164北方造船廠 (Северная 

верфь; Severnaya Verf) 從 2000 年到 2001 年時在副總理克列巴諾夫的批准下參與了

俄國與中國政府之間為了購艦的交涉與談判。 

2000 年 7 月 18 日到 2000 年 7 月 19 日，俄國總統普欽訪問北京時達成協議，

出售兩艘「現代級」驅逐艦給中國，每艘價格是四億美元，165在 2001 年時，根據俄

白宮的瞭解，一開始時是決定要給予北方造船廠，因此俄國造船局  (Russian 

                                                 
164 「俄羅斯將於 25 日向中國交售驅逐艦」(Nov 08 2000)，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0/11/8/n8246.htm。 
165 「俄擬再售中國兩艘“現代級＂驅逐艦」(July 01 2000)，木子網， 
http://news.1chinastar.com/ll/fanti/754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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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building Agency;Россий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удостроению) 與北方造船廠也簽

署了協議，並且國防部也已確認俄國造船局的協調信已於 2001 年 2 月寄出，有關北

方造船廠訂單的決策僅僅是由卡西亞諾夫總理所決定的。 

2001 年 2 月 19 日至 23 日，中國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年上將率領的中國政

府代表團對俄羅斯聯邦為期四天的正式訪問，張萬年此次率團訪俄主要是參加中俄

政府間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年訪俄期間，中

俄雙方決定定期交換有關美國的軍事情報，並將簽署新軍售協議，估計中國購買高

達一百五十億美元（約一千一百七十億港元）先進武器，訪問期間，俄羅斯總統普

欽、總理卡西亞諾夫、國防部長謝爾給也夫  (Igor Dmitriyevich Sergeyev;Игорь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ергеев) 元帥分別會見了張萬年，雙方就進一步發展兩國戰略協作夥

伴關係 (Russian-Chinese Strategic and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Relation) 和雙方感興趣的

問題深入交換了意見，並達成廣泛共識，2001 年 2 月 21 日張萬年與俄國總理卡西

亞諾夫和高級國防官員討論雙方軍事合作事宜，166俄政府負責軍火貿易的副總理克

列巴諾夫表示，俄中兩國最近將簽署新軍售協議，克列巴諾夫沒有透露更多細節，

但聲稱俄國不會向中國出售核潛艇，估計該協議涉及總額高達 150 億美元的先進武

器裝備。167 

2001 年國家杜馬 (Gosudarstvennaya Duma;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依據一開始

的決議列出為中國造艦的名單，國家杜馬已瞭解在俄國造船局及北方造船廠之間的

協議，在 2001 年 2 月中國曾就採購二艘 956EM 型「現代」級驅逐艦與俄方有關部門

交涉，當時俄方指定由北方造船廠為該軍售的合約執行人，總價十四億美元，1682001

年春天北方造船廠被選為訂單執行者，接近國防部的訊息證實俄國造船局也已將結

果寄給了北方造船廠。169 

在克列巴諾夫簽約之後，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準備在 2001 年 4 月造船局決議的基

                                                 
166 「中俄七月傳將簽署防衛協定」(Feb 22 2001)，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22/n50198.htm。 
167 「北京擬斥千億向俄購武 兩國定期交換涉美台軍事情報」(Feb 24 2001)，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24/n50935.htm。 
168林惠珠，「中俄驅逐艦軍購 面臨擱淺」(Oct 16 2002)，大紀元， 
http://news.djy.com.tw/newspage.asp?catid=16&newsid=25439。 
169 “Приплыли＂(18.03.2002), Ведомости, http://www.lenpravda.ru/reading1.phtml?id=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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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上參與招標，2001 年 4 月，也就是在契約開始運作與醞釀的時候，俄國造船局決

定由北方造船廠為中國造船，1702001 年 4 月，俄國造船局在北方造船廠的事先運作

下而受到影響，因此俄國造船局屬意由北方造船廠得標，最初將訂單給予新專業與

概念公司的決議是由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 (Committee o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of R.F.;Комитета РФ п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КВТС)) 主席德米特里耶夫 (M. 

Dmitriev;Михаила Дмитриев) 及 俄 國 武 器 出 口 公 司  (Rosoboronexport, 

Рособоронэкспортом) 總裁安德列‧別勒亞尼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 所 決 策 的 ， 但 是 普 欽  (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見到訂單最後由北方造船廠獲得後就呼籲要限制新專業與

概念公司 (New Programs and Concepts (NPC) ,Новые программы и концепции, НПК) 

成功的取得訂單!!171 這意味國防部是要對付北方造船廠，因此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

之間的關係是 2001 年事件一開始時國防部 (Ministry of Defence., RF;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РФ) 就決定將訂單給予北方造船廠，國防部在軍售中國訂單的決策中是要

對付北方造船廠，而決策單位是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

公司、造船局等單位，因此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造船局等單位是在招標前準備對付北方造船廠，另由招標委員會依據俄國武器出口

公司推薦做成決議由波羅的海造船廠 (Baltiisky Zavod shipyard;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贏得訂單一事來看，可以說是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所做出的決策，因此波羅的海造

船廠的得標是由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船局等

單位所決策與決議，而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

船局等單位是要對付北方造船廠。 

爲中國提供兩艘 956M 設計圖紙驅逐艦的合約是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第一副總

經理契姆佐夫 (Sergei Victorovich Chemezov) 和中國總裝備部軍事採購局副局長周

偉，於 2002 年 1 月 3 日正式簽署此軍購合約，這兩艘驅逐艦應於 2005 年至 2006

                                                 
170 “Китайские моряки поставили рекорд”(9 января 2002),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171 Anatoliy Temkin, Aleksey Nikol'skiy,” "northern shipyard" remained outboard:Chinese destroyers 
will build at the Baltic plant”(21 January 2002), lists, http://www.npc-m.ru/pres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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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向中國交貨，172為了中國訂單的招標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中國於 2002 年 1 月 3

日簽定契約後舉行招標會議，北方造船廠原本贏得了訂單招標，但在 2002 年 1 月

初到 1 月 19 日期間，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宣布訂單招標將由各廠競爭決定結果。 

 

 

 

第四節  北方造船廠之政商關係 

 

 

 

波塔寧的國際羅斯集團旗下企業有北方造船廠、莫斯科雷達工程工廠 (Moscow 

Radio Engineering Factory) 、科夫洛夫德古拉耶夫機械工廠 (Degtyarev Mechanical 

Plant (Kovrov))以及列寧格樂光學廠 (Leningrad Optomechanical Association) 和新專業

與概念公司 (請見表 2-4)，國際羅斯集團在收購了新專業與概念公司後而轉型成為

軍工企業，奧涅克辛姆銀行 (ONEKSIM Bank ) 之下的一個部門主管杜托夫 (Andrei 

Dutov) 成為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第一副總裁，2001 年新專業與概念公司出售科夫洛

夫德古拉耶夫機械工廠，以及列寧格樂光學廠的持股股權。 

表 2-4 國際羅斯集團的旗下企業 

總部---國際羅斯集團 
股東—霍多爾科夫斯基 (Mikhail Borisovich Khodorkovskiy; 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 、原橋銀行總裁古辛斯基 (Vladimir Aleksandrovich Gusinskiy; V.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усинский) 及波塔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 
旗下企業---北方造船廠 (Northern shipyard; Северная верфь) 、莫斯科雷達工

程工廠 (Moscow Radio Engineering Factory) 、科夫洛夫德古拉耶夫機械工廠 

(Degtyarev Mechanical Plant (Kovrov))以及列寧格樂光學廠 (Leningrad 

Optomechanical Association) 和新專業與概念公司 (New Programs and Concepts 

(NPC) ,Новые программы и концепции, НПК)。 

                                                 
172 「俄廠商爭奪中國訂貨:可能無法按時交驅逐艦(圖)」(July 9 2003)，中華網，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junshi/3624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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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庫責克 (Boris kuzyk; Б. Н. Кузык) 於 1996 年時是葉里欽的軍工企業的顧問，並

且庫責克在任葉里欽的軍工企業的顧問時就與波塔寧 (V.O. Potanin;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 交好，1998 年時庫責克創建了新專業與概念公司，在新專業與

概念公司的股份中，國際羅斯集團 (Interros Group) 的奧涅克辛姆銀行持有百分之五

十一的股份；蘇霍依 (Sukhoi) 飛機公司持有百分之十四的股份；底格特雅列夫造船

廠 (V.A.Degtyarev Plant) 擁有百分之三十四的股份，但是底格特雅列夫造船廠於

2001 年將其所持有的百分之三十四股份轉售給莫斯科企業世界商業銀行 (MDM- 

bank, Московский Деловой Мир, Moscow Business World Commercial Bank) ；

國際羅斯集團的奧涅克辛姆銀行持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中有百分之四十由列寧格

樂光學廠擁有  (請見表 2-5) ，2001 年底時，波塔寧  (V.O. Potanin;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 放棄他所有的國際羅斯集團在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百分之五十一

的股份給予新專業與概念公司 (請見表 2-6)，問題是波塔寧為何要將他所擁有的百

分之五十一股份讓給庫責克?尤其是在與中國處理執行 1.5 億元以前就將他所擁有

的百分之五十一股份讓給庫責克?新專業與概念公司必須為了中國的訂單而鬥爭，

同時也為了其資金來源而鬥爭。173 

表 2-5 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股東所占有的股份表 (時間為 2001 年底以前) 

 

企業名稱 占有股份比率 
奧涅克辛姆銀行 (Онексим (United 

Export-Import)) 
百分之五十一 

蘇霍依(Sukhoi) 飛機公司 百分之十四 

莫斯科企業世界商業銀行 (MDM- 

bank, Московский Деловой Мир, 
Moscow Business World Commercial 
Bank) 

百分之三十四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173 Ekaterina Titov ,“The business Chronicle "(Feb 7 2002), N3 on January, (5/28 On February, 4: 

Military-industrial scandal,http://txt.newsru.com/bc/07feb2002/bc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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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2001 年底以後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股東所占有的股份表 

 

企業名稱 占有股份比率 
庫責克 百分之五十一 
蘇霍依(Sukhoi) 飛機公司 百分之十四 

莫斯科企業世界商業銀行 (MDM- 

bank, Московский Деловой Мир, 
Moscow Business World Commercial 
Bank) 

百分之三十四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是俄國眾多大型工業集團中的一個集團，新專業與概念公司

結合了機械製造、船舶製造、運輸業等不同利益的機構，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旗下也

結合了蘇霍依設計局 (JSC SUKHOI Design Bureau)、北方造船廠、科羅馬拉工程設計

局 (Kolomna Designing Bureau of Engineering) 、科夫羅夫斯基工程工廠 (Kovrovskiy 

Engineering Plant) 、迪哥提雅列夫工廠 (Degtyarev Plant) 、莫斯科光學工廠 (Moscow 

Radio Plant) 、西北船舶公司 (North-Western Shipping Company) 以及一些河港等單位

機構 (表 2-7)，174俄國政府在北方造船廠中的持股比例為 21%，伊斯特集團 (IST; 

ИСТ) 控制了北方造船廠 29%的股權，較早之時俄國政府之所以不打算售出北方造

船廠的持股是因俄國政府要幫助伊斯特集團增加在北方造船廠中的持股，俄國政府

出售北方造船廠股權的目的在於擴大北方造船廠的核心管理階層，並且有較快的決

策。175 

 

表 2-7 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旗下企業 

 

總部---新專業與概念公司 
旗下企業---蘇霍依設計局 (JSC SUKHOI Design Bureau)、北方造船廠 (Northern 

shipyard; Северная верфь) 、科羅馬拉工程設計局 (Kolomna Designing Bureau 

of Engineering) 、科夫羅夫斯基工程工廠 (Kovrovskiy Engineering Plant) 、迪哥

提雅列夫工廠 (Degtyarev Plant) 、莫斯科光學工廠 (Moscow Radio Plant) 、西北

                                                 
174 “New Programs and Concepts (Basic 

Edition)”,E-shop,http://www.ignatov.biz/acatalog/new_programs_and_concepts.html 
175 “Unification in the Russian shipbuilding got new proponents” (26.04.2004),ShipBuilding.ru，

http://shipbuilding.ru/eng/news/2004/04/26/ship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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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公司 (North-Western Shipping Company) 以及一些河港等單位機構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北廠與波塔寧之間的政商關係 

楚拜斯 (Anatoliy Borisovich Chubays;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Чубайс) 和涅姆佐夫 

(Boris Efimovich Nemtsov;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 Немцов) 操縱了波塔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 的奧涅克辛姆銀行和新計劃新理論工業控股公司，所

以楚拜斯和涅姆佐夫操縱且擁有北方造船廠，楚拜斯是聽命於沃洛申 (Alexander 

Voloshin;Александру Стальевич Волошину) ，也可以說在霍多爾科夫斯基 (Mikhail 

Borisovich Khodorkovskiy;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 及 別 列 佐 夫 斯 基 

(B.Berezovsky;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 Березовский) 被 捕 後 ， 楚 拜 斯 在 沃 洛 申 集 團 

(Voloshin Bloc) 的政商關係中是站在最重要的地位，楚拜斯的右翼勢力聯盟 (The 

Union of the Right-Wing Forces (SPS); Союз Правых Сил) 長期接受霍多爾科夫斯基

在資金上的支助，176楚拜斯在俄羅斯政壇上具有相當高的影響力，在軍售的遊說過

程中，楚拜斯絕對是無法錯過的環節，2000 年普欽上台後，楚拜斯憑藉過去與普欽

的私人交情，在普欽的智囊團中更少不了楚拜斯，在未來仍然需要注意這位在俄羅

斯政壇中具有高度生存能力的人，177因此楚拜斯可利用其在沃洛申集團中良好的關

係為波塔寧及庫責克的北方造船廠爭取到軍售的利益 (請見表 2-8)。 

 

表 2-8 北方造船廠的政商關係表 

代言人及首領 總理卡西亞諾夫 (Mihail Mihaylovich 

Kasyanov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 和總統辦公廳主任沃洛申 
(Alexander Voloshin; Александру 
Волошину)、總統辦公廳副主任蘇爾科

夫 (Vladislav Surkov) 
別名及他名 Veterans 集團、葉里欽家族集團、葉里

                                                 
176

王正泉，「普京握“大棒＂殺一儆百 何懼寡頭“作亂＂」(19 Aug 2003)，千龍網，

http://inter.qianlong.com/4319/2003/08/18/47@1546308.htm。 
177李祥裕。《俄羅斯對亞太地區軍售政策(1992~2002)》。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

文，民 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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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幫 (Yeltin Bloc)、經濟顧問派 
(Economic Advice bloc) 

派系成形的基礎 派閥主義文化。 
奠基在與金融寡頭間的政商關係。 
對軍工企業及各產業的控制。 

其所屬的次級團體 蘇爾科夫---阿布拉莫夫---傅利德曼集

團 (Surkov - Abramov – Fridman 
group)，外界則稱為阿爾發—銀行集團 
(“Alpha - bank ".)。 
自由派 (liberal Bloc)：財政部長庫德林 
(Alexei Kudrin) 和經濟發展和貿易部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e) 部長格列夫 (German Oskarovich 
Gref; Герман Оскарович Греф)。 

軍企內部及軍售管理階層成員 俄羅斯工業品出口公司 
(Rosvooruzheniye, Росвооружение) 的

總裁奧加略夫 (Alexei Ogaryov)。 
國際工業銀行 (Mezhprombank; 

Межотрасле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банк) 銀行總裁普加契夫 (Sergei 
Pugachev)。 
庫責克 (Boris kuzyk Б.Н.Кузык)及其軍

企新專業與概念公司 (New Programs 

and Concepts (NPC); Новые 

программы и концепции, НПК)。 
波塔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 及其軍企國際羅

斯集團。 
國際羅斯集團 (Interros Group) 的股

東：庫責克 (Boris kuzyk; Б. Н.Кузык) 
與普加契夫 (Sergey Pugachev) 及波塔

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 
楚拜斯和涅姆佐夫(Boris Efimovich 
Nemtsov; 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 Немцов) 

操縱波塔寧的歐奈科斯姆銀行和新計

劃新理論工業控股公司，楚拜斯和涅姆

佐夫操縱且擁有北方造船廠，庫責克與

普加契夫及波塔寧都是國際羅斯集團

的股東。 
楚拜斯的人脈 北方造船廠 (Northern ship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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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еверная верфь)、俄國聯邦會議 

(Federation Council) 、俄國工業家與企

業家協會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f Russia, RPPS) 、國

際羅斯集團 (Interros Group) 、沃洛申

集團與葉里欽幫(Voloshin and Yeltin 

Bloc) 、右翼勢力聯盟 (The Union of the 

Right-Wing Forces (SPS)、庫責克 (Boris 

kuzyk; Б. Н. Кузык) 與普加契夫 

(Sergey Pugachev) 及波塔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 

波塔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 支持俄國共黨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蘋果黨與右翼勢力聯盟 

(The Union of the Right-Wing Forces 

(SPS); Союз Правых Сил) 等三個政

黨。 
佛洛申集團與北方造船廠 1.普加契夫的政商關係：普加契夫 

(Sergey Pugachev) 已成為俄羅斯許多

高官信任的銀行家，沃洛申 (Alexander 

Voloshin; Александру Стальевич 

Волошину)、前總統葉里欽的新聞秘書

尤馬舍夫 (Valentin Yumashev) 、俄巴

斯基爾共和國總統拉希莫夫等人都是

他的朋友 

2. 庫責克已出售股權給普加契夫。 
3. 波塔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的國際羅斯集團

(Interros Group)在收購了新專業與概

念公司 (New Programs and Concepts 

(NPC); Новые программы и 

концепции, НПК) 後而轉型成為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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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奧涅克辛姆銀行(ONEKSIM 

Bank; Онексим) 之下的一個部門主管

杜托夫 (Andrei Dutov) 成為新專業與

概念公司 (New Programs and Concepts 

(NPC); Новые программы и 

концепции, НПК) 的第一副總裁。 

 
北廠與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 

 

1.擁有北廠的波塔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是俄國

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的一員。 

2.與波塔寧交好且控制北廠的楚拜斯 

(Anatoliy Borisovich Chubays; 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Чубайс)也是該協會中的一

員。 

3. 普加契夫也是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

協會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f Russia, RPPS) 的成員

之一。 

4. 普加契夫在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

會內部的地位與關係是非常接近於會

長沃洛斯基。 

政壇成員 卡西亞諾夫 (Mihail Mihaylovich 

Kas＇yanov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蘇瓦洛夫 (Igor 
Shuvalov)、科紮克 (Dmitriy Kozak)、
緬德傑夫 (Dmitriy Medvedev)。 
盧日科夫 (Yuri V. Luzhkov; 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ужков) 和他領導的祖

國 (fatherland;должна) 運動；以及普裏馬

科夫 (Yevgeniy Maksimovich Primakov; 

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 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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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的領導的「祖國－全俄羅斯 

(Fatherland-All Russia (OVR)) 聯盟」。 

涅姆佐夫 (Boris Efimovich Nemtsov; 
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 Немцов) 與楚拜斯 

(Anatoliy Borisovich Chubays; 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Чубайс)。 

自由派政黨：蘋果黨、亞博盧集團 
(Yabloko;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Яблоко", 
Rossiyskaya Demokraticheskaya Partiya 
"Yabloko")、俄羅斯右翼聯盟 (The 

Union of the Right-Wing Forces (SPS); 

Союз Правых Сил)。 
基里彥科 (Sergeiy Vladilenovich 

Kirienko; Сергей Владиленович 
Кириенко)。 

阿克肖年科 (Nikolay Aksenenko)。 

財政部長庫德林 (Alexei Kudrin) 和經

濟發展和貿易部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e) 部長格列夫 
(German Oskarovich Gref; Герман 
Оскарович Греф)。 

工業與科技部 (Ministry for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部長東杜科

夫(Aleksandr Dondukov)。 

俄國傳播部部長列辛 (Mikhail 

Yuryevich Lesin)。 

媒體成員 楚拜斯控制下的 Ren-TV。 
普加契夫 (Sergey Pugachev) 控制下

的莫斯科電視台。 
2002 年俄國聯邦會議代表 塔姆伯夫地區 (Tambov area) 的俄國

聯邦會議代表：國際羅斯集團(Interros 
Group) 副總裁科舒列夫 (Nikolay 
Kosyrev)。 
印古什 (Ingushetia) 行政區：俄國工業

家與企業家協會副會長別可夫 
(Sergey Bekov)。 
摩多維亞區：酉克斯的副總裁門古席金 
(Nikolay Merkushkin)。 
土瓦地區：國際工業銀行總裁普加契夫 
(Sergey Pugac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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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國家杜馬代表 俄共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得 110 個議席；祖國－全俄

羅斯得 66 個議席；右翼力量得 29 個議

席；亞博盧得 21 個議席，共計 226 個

議席。 

親葉里欽幫政黨的總席次占全國國家

杜馬總席次 450 名代表的比例有 50%。 
在金融寡頭界的成員及其政商關係 1. 北廠 (Northern shipyard; Северная 

верфь)。 

2.別列佐夫斯基 (B.Berezovsky, 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 Березовский) 的羅卡瓦斯

集團 (LogoVAZ; ЛогоВАЗ) 、波塔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 的奧涅克西木銀行 
(Oneksim Bank) 集團、霍多爾科夫斯基

的梅納切普銀行 (Menatep bank; 
Meнaтeп банк) 集團、古辛斯基 
(Vladimir Aleksandrovich Gusinskiy; V.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усинский) 的橋集團 
(MOST; МОСТ)、弗里德曼 (Mikhail 

Maratovich Fridman; M. Маратович 
Фридман) 的阿爾法集團 (Alfa; 
Альфа)、斯摩連斯基 (Aleksandr 

Pavlovich Smolenskiy; Александр 
Павлович Смоленский) 的首都儲蓄銀

行 (Stolichny Bank, SBS Agro Bank; 

СБС-Aлрo банк)、維諾格拉多夫 
(Vladimir Viktorovich Vinogradov; 
Владимир Викторович Виноградов) 
的印科姆銀行 (Inkombank; ИНКОМ 

банк) 集團。、統一電力公司 (RAO 

UES; ЕЭС России)、阿布拉莫維奇 
(Roman Arkadievich Abramovich; Рома́н 

Арка́дье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楚拜斯 

(Anatoliy Borisovich Chubays; 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Чубайс)、俄羅斯企業家和

工業家協會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f Russia, RPPS)、沃洛

斯基 (Arkadiy Ivanovich Vol＇skiy; 
Арк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ольский)、馬牧特 
(Alexander Mam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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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加契夫 (Sergey Pugachev)。 
支持的政治勢力與派系 自由派政黨：蘋果黨、亞博盧集團 

(Yabloko;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Яблоко", 
Rossiyskaya Demokraticheskaya Partiya 
"Yabloko")、俄羅斯右翼聯盟 (The 

Union of the Right-Wing Forces (SPS); 

Союз Правых Сил)。 
塔季揚娜‧季亞琴科 (T. Dyachenko)。 
祖國 (fatherland;должна) 運動及其領導人

盧日科夫 (Yuri V. Luzhkov; 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ужков)。 

「祖國－全俄羅斯 (Fatherland-All Russia 

(OVR)) 聯盟」及其領導人普裏馬科夫 

(Yevgeniy Maksimovich Primakov; 
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 
俄羅斯右翼聯盟 (The Union of the 

Right-Wing Forces (SPS); Союз Правых 

Сил)及其領導人涅姆佐夫 (Boris 
Efimovich Nemtsov; 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 
Немцов) 與楚拜斯 (Anatoliy 

Borisovich Chubays; 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Чубайс)。 

基里彥科 (Sergeiy Vladilenovich 

Kirienko; Сергей Владиленович 
Кириенко)。 
俄國共黨、人民黨 (The People's Party)。 
波塔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 支持俄國共黨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蘋果黨與右翼勢力聯盟 

(The Union of the Right-Wing Forces 

(SPS); Союз Правых Сил) 等三個政

黨。 
交往狀況 楚拜斯 (Anatoliy Borisovich Chubays; 

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Чубайс) 與沃洛

申的私交甚篤。 

沃洛申 (Alexander Voloshin; 

Александру Волошину) 是霍多科爾

科夫斯基 (Mikhail Borisovich 

Khodorkovskiy; 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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Ходорковский) 的後臺。 
阿布拉莫維奇 (Roman Arkadievich 

Abramovich; Рома́н Арка́дье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 幫助卡西亞諾夫當上總

理。 
蘇哈諾夫 (Yury Sukhanov) 是阿布拉

莫維奇的人馬。 
楚拜斯是沃洛申與別列佐夫斯基的好

友。 
別列佐夫斯基的好友有---蓋達爾 

(Yegor Timurovich Gaydar; Егор 
Тимурович Гайдар)、前總統府侍衛長

可爾扎寇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ржаков ; A.B.Korzhakov)、軍工複合

體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龍頭首席第

一副總理索斯科非茨 (Oleg 

Nikolayevich Soskovets; Олег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осковец)。 
別列佐夫斯基影響了卡西亞諾夫的任

命。 
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f 
Russia, RPPS) 已變成將克宮的想法與

利益送達到國家杜馬 
(Gosudarstvennaya Duma;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的媒介。 
沃洛申大力支持卡西亞諾夫。 
卡西亞諾夫與俄國寡頭政治家別列佐

夫斯基 (B.Berezovsky;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 Березовский) 與阿布拉莫

維奇 (Roman Arkadievich Abramovich; 
Рома́н Арка́дье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 等

人，交情甚為密切。 
楚拜斯與庫德林的關係相當良好，而庫

德林與普欽關係也相當良好。庫德林遊

走在聖彼得堡幫與葉里欽幫之間。 
霍多爾科夫斯基與列別捷夫兩人的立

場都接近蘋果黨、亞博盧集團 
(Yabloko;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Яблок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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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iyskaya Demokraticheskaya Partiya 
"Yabloko")、俄羅斯右翼聯盟 (The 

Union of the Right-Wing Forces (SPS); 

Союз Правых Сил)。 
支持基里彥科 (Sergeiy Vladilenovich 

Kirienko; Сергей Владиленович 
Кириенко)有梅納捷普銀行(Menatep 

bank; Meнaтeп банк) 董事長霍多爾科

夫斯基 (Mikhail Borisovich 

Khodorkovskiy; 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阿爾法集團 (Alfa; 
Альфа) 彼得·阿文 (Peter Aven)和米哈

伊爾‧弗裏德曼 (Mikhail Maratovich 
Fridman; M.Маратович Фридман)、波

塔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 
國際工業銀行 (Mezhprombank

; 

Межотрасле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банк) 銀行總裁普加契夫 (Sergei 
Pugachev)，普加契夫 (Sergey Pugachev) 

已成為俄羅斯許多高官信任的銀行

家，沃洛申 (Alexander Voloshin; 

Александру Стальевич Волошину)、前

總統葉里欽的新聞秘書尤馬舍夫 

(Valentin Yumashev) 、俄巴斯基爾共和

國總統拉希莫夫等人都是他的朋友。 
庫責克已出售股權給國際工業銀行 
(Mezhprombank

; Межотрасле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банк) 銀行總裁普

加契夫 (Sergei Pugachev)。 
波塔寧與楚拜斯之間的關係密切，楚拜

斯和涅姆佐夫 (Boris Efimovich 
Nemtsov; 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 Немцов) 

操縱波塔寧的歐奈科斯姆銀行和新計

劃新理論工業控股公司，楚拜斯和涅姆

佐夫操縱且擁有北方造船廠，庫責克與

普加契夫及波塔寧都是國際羅斯集團

的股東，楚拜斯是聽命於沃洛申。 
大本營 俄羅斯企業家和工業家協會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f Russia, R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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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的成員包括

有班杜齊德茲(Kakha Bendukidze)、 瓦

德寧(Ruben Vardanian)、傑里帕斯卡

(Oleg Deripaska)、伊夫杜咸柯夫

(Vladimir Evtushenkov)、馬牧特

(Alexander Mamout)、摩達修夫(Aleksei 
Mordashov)、波塔寧(Vladimir 
Potanin)、傅里德曼(Mikhail Fridman)、
火多爾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楚拜斯(Anatoli 
Chubais)。 

俄羅斯企業家和工業家協會會長沃洛

斯基 (Arkadiy Ivanovich Vol＇skiy; 
Арк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ольский)，聯合會

理事包括有聯合電力公司總裁楚拜

斯、國際羅斯集團(Interros Group)總裁

波塔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魯科伊(LUKoil)
石油公司總裁阿列克別洛夫 (Vagit 
Yusyfovich Arekperov; Вагит 
Юсуфович Алекперов)、阿爾發  
(Alfa; Альфа) 銀行總裁傅利德曼

(Mikhail Maratovich Fridman; M. 
Маратович Фридман)、酉克西

(YUKOS)總裁火多爾科夫斯基。 

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隸屬於政

府，總理卡西亞諾夫 (Mihail 

Mihaylovich Kas＇yanov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 爲該協會主

席。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北方造船廠從 2000 年到 2001 年時在副總理克列巴諾夫的批准下參與了俄國與

中國政府之間為了購艦的交涉與談判，庫責克與普加契夫 (Sergey Pugachev) 及波塔

寧都是國際羅斯集團的股東，北方造船廠由波塔寧與普加契夫所控制，而新專業與

概念公司被寡頭波塔寧擁有的國際羅斯集團所控制，國際羅斯集團已經投資在北方

造船廠，國際羅斯集團波塔寧擁有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投資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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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造船廠。178 

波塔寧 1961 年生，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國際

經濟系畢業，讀書期間是該院共青團組織的領導人之一，畢業後在對外貿易部 

(USSR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工作，1992 年創辦了國際金融公司，成為該公司總

裁 (President of the «Interros» Foreign Trade Association) ，1993 年在某些政府高級官員

的支援下，成立了聯合進出口銀行 (The United Export Import Bank (UNEXIM 

BANK)) ，到 1996 年 9 月底，這家銀行已成為全俄最大的私營銀行，1996 年 9 月底

總資產達 151000 億盧布，存款額達 90000 億盧布，波塔寧的財團控制了 20 餘家特

大型企業，其中包括諾裡爾斯克鎳業公司 (Norilsk nickel-mining complex) 、
179西伯利

亞遠東杜曼石油公司 (Tyumen Oil Company)、
180

庫茲涅茨克冶金聯合企業 (JSC 

Kuznetsk Metals and Mining Factory) 、181 西北輪船公司 (Northwest Shipping company) 

等 (請參見表 2-9 及表 2-10) ，182波塔寧的財團控制了西北輪船公司，新專案新觀念

控股公司擁有西北輪船公司的股份，北方造船廠的老闆是庫責克，他所領導的軍工

集團「新計劃新理論工業控股公司」，被著名的財閥波塔寧所控制。
183

 

 

表 2-9 波塔寧的事業版圖 
 
國際羅斯集團總裁---波塔寧 
旗下全部的企業---諾裡爾斯克鎳業公司 (Norilsk nickel-mining complex) 、184西

                                                 
178 Catherine Belton,” A Call to Arms Russia is pushing to rebuild its neglected defense industry”, 
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5569-10.cfm. 
179 該公司網站請參見 http://www.nornik.ru/en/about/ 
180 “Russia's new oligarchs”(Mar 28,2000),BBC, 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692297.stm 
181 “Corporate news＂(Aug 1 2005),Interros cooperation, 
http://www.interros.ru/eng/news/161-170/465-2005-08-01.html 
182 “Vladimir Potanin, import/export, heavy industry, media and banking.＂(Sep 10 2005), Bjorn Hammarback, 
http://www.ulfsbo.nu/ussr/vladimir_potanin.html 
183 孫勇軍，「俄羅斯有批新富豪」(Mar 19 2002)，人民網，

http://past.people.com.cn/BIG5/tupian/7162/7661/7663/20020319/690463.html。 
184 該公司網站請參見 http://www.nornik.ru/en/about/ 
185 “Russia's new oligarchs”(Mar 28,2000),BBC, 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692297.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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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利亞遠東杜曼石油公司 (Tyumen Oil Company)、185庫茲涅茨克冶金聯合企業 
(JSC Kuznetsk Metals and Mining Factory) 、186 西北輪船公司 (Northwest 
Shipping company)及 20 餘家特大型企業。 
總資產：151000 億盧布(1996 年 9 月底)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表 2-10  波塔寧旗下企業的網站 
 

企業名

稱 
網站 

諾裡爾斯克鎳業公司 
(Norilsk nickel-mining 
complex) 

http://www.nornik.ru/en/about/ 
 

西伯利亞遠東杜曼石

油公司 (Tyumen Oil 
Company) 

http://www.interros.ru/eng/news/161-170/465-2005-08-01.html 

 

庫茲涅茨克冶金聯合

企業 (JSC Kuznetsk 
Metals and Mining 
Factory) 

http://www.interros.ru/eng/news/161-170/465-2005-08-01.html 

 

西北輪船公司 
(Northwest Shipping 
company) 

http://www.interros.ru/eng/news/161-170/465-2005-08-01.html 

 
http://www.ulfsbo.nu/ussr/vladimir_potanin.html 

 
(作者本人製作) 

 

在 1998 年 2 月 3 日，葉里欽總統將負責對外軍技聯繫 (MTC) 的總統助理庫責

克革職，由於庫責克是科傑爾金 (Alexander Kotelkin) 集團中的一份子，葉里欽將庫

責克革職是一種葉里欽將科傑爾金集團 (Kotelkin Group) 徹底擊潰的舉動，庫責克

被革職後，庫責克於 1998 年年底成為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總裁，新專業與概念公司

同時也成為國際羅斯集團旗下企業之一。 

在 1998 年 9 月，奧涅克辛姆銀行出售其在波羅的海造船廠的部份股權給特寧 

(Triang) 企業，在奧涅克辛姆銀行出售其在波羅的海造船廠的部份股權給 Triang 企

業之後，波羅的海造船廠的財務部與 Rostekhimport 向波羅的海造船廠取得聯繫，因

此跨地區投資銀行 (Interregional Investment Bank (IIB)) 也變成了波羅的海造船廠

                                                                                                                                                 
186 “Corporate news＂(Aug 1 2005),Interros cooperation, 
http://www.interros.ru/eng/news/161-170/465-2005-0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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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持股法人，187奧涅克辛姆銀行宣布計劃要將聖彼得堡最大三家的造船廠中的

兩家合組成一家，也就是要將北方造船廠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結合合組成一家造船廠

---聯合波羅的海造船廠 (The Unified Baltic Shipyard) ，奧涅克辛姆銀行已經邀請波

羅的海造船廠總經理蘇爾亞可夫斯基 (Oleg Shulyakovskiy) 擔任聯合波羅的海造船

廠的總裁，根據北方造船廠的策略計劃部門經理沃羅斯廷柯 (Viktor Volostnykh) 與

波羅的海造船廠總經理蘇爾亞可夫斯基的說法， 聯合波羅的海造船廠將以波羅的海

造船廠優良的機械製造設備和北方造船廠優良的造船平台做為生產優良船艦的後

盾，波羅的海造船廠總經理蘇爾亞可夫斯基也指定了波羅的海造船廠及北方造船廠

共享技術政策、訂單供應、財務管理與行銷，俄羅斯國防部積欠波羅的海造船廠及

北方造船廠總額爲 12 億 6000 萬盧布(2.1 億美金)的費用，波羅的海造船廠積欠其員

工六週的薪資，因此波羅的海造船廠及北方造船廠為了收入而非常地依賴對外軍售

的訂單，188由此可見北廠與波廠之間從以前就已經有所接觸與建立某些程度上的關

係，雖然兩廠有意合併但最後仍因利益無法湊和而關係破裂。 

庫責克於1998年年底成為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總裁，由於楚拜斯控制了北方造

船廠，北方造船廠的老闆是庫責克，他所領導的軍工集團「新計劃新理論工業控股

公司」，被著名的財閥波塔寧所控制，新專業與概念公司被寡頭波塔寧擁有的國際羅

斯集團所控制，國際羅斯集團已經投資在北方造船廠，國際羅斯集團波塔寧擁有新

專業與概念公司，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投資了北方造船廠，北方造船廠取得了為中國

建造驅逐艦共計50億元的契約，北方造船廠秉持著西方型態的管理和市場技術，重

設了生產線且與分支企業取得了協調。189 

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是俄國眾多大型工業集團中的一個集團，新專業與概念公司

結合了機械製造、船舶製造、運輸業等不同利益的機構，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旗下也

結合了蘇霍依設計局、北方造船廠、科羅馬拉工業設計局、科夫羅夫工程工廠、迪

                                                 
187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Kommersant, 

http://www.kommersant.com/tree.asp?rubric=3&node=36&doc_id=300257. 
188 Yevgeniya Borisova,” TWO ST. PETERSBURG SHIPYARDS TO MERGE”(18 June 2002),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at the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www.nti.org/db/nisprofs/russia/naval/technol/resdespr/baltic.htm 
189 Catherine Belton,” A Call to Arms Russia is pushing to rebuild its neglected defense 
industry”(DECEMBER 3, 2001), 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5569-10.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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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提 雅 列 夫 工 廠 、 莫 斯 科 音 響 工 廠  (Moscow Radio Plant) 、 西 北 船 舶 公 司 

(North-Western Shipping Company) 以及一些河港等單位機構，1901998 年國防工業綜合

體經過自行改革，在金字塔上層已完全消亡的情況下，有關企業設計部門根據其自

身生存的需要，而並不是根據國家的命令，自願組成了兩個大型經濟實體，由鮑裏

斯‧庫責克領導的新專案新觀念控股公司和由謝爾蓋‧涅多羅斯列夫 (Sergei 

Nedoroslev) 領導的卡斯科爾 (Kaskol ;Каскол) 公司，
191新專案新觀念控股公司收購

了北方造船公司的股份，該公司在世界非核動力造船行業排第 27 位，而在全俄占居

首位，北方造船公司擁有 1260 家具有維修和造船能力的工廠，該公司在 2001 年起

實施的一個出口大專案（約８億美元）製造兩艘 956Э 型驅逐艦。 

新 專 案 新 觀 念 控 股 公 司 還 擁 有 列 寧 格 勒 機 械 聯 合 體  (Leningrad Optical 

Mechanical Association [LOMO] OAO) 、科夫羅夫機械廠 (Kovrov Engineering Plant) 

的股份，同時該控股公司與在科洛姆納 (Kolomna) 市的機械製造設計局保持著非常

密切的合作關係，該設計局由著名的國防工業專家尼古拉‧古辛 (Николай Гущин) 

領導，該設計局在創辦歷史上由新專案新觀念控股公司貸款扶持並一直和其保持著

合作社關係，新專案新觀念控股公司還與蘇 (Sukhoi) 型飛機設計和生産企業進行合

作，該控股公司擁有蘇霍伊飛機設計局 15％的股份，此外該控股公司擁有一些軍工

企業的所有權，參加聯合生産Ｃ—300П 高射火箭和改進型佩喬拉高射火箭的莫斯科

無線電技術工廠和昆采沃設計局有限責任公司 (Kuntsevo Design Bureau co Ltd) 等都

屬於該控股公司所有， 該控股公司還擁有西北輪船公司的股份，西北輪船公司與北

方造船公司形成了生産民用和軍用船舶的完整的生産體系，新專案新觀念控股公司

擁有 11 億美元的股份，可以收購５～７個主要企業，192奧涅克西姆、橋 (MOST; 

МОСТ) 、梅那捷普 (Menatep bank; Meнaтeп банк) 三個集團都是以金融為龍頭帶動

                                                 
190 “New Programs and Concepts (Basic Edition)”(September 25, 2006),IGNATOV & 
COMPANY ,http://www.ignatov.biz/acatalog/new_programs_and_concepts.html 
191 該公司網站是 http://www.kaskol.ru/en/，並請參照「俄羅斯國防工業現狀」(April 17 2002)，中亞

科技經濟資訊網，

http://www.zy.gov.cn/News.asp%3Fnewsid%3D271+%E4%BA%9E%E6%AD%B7%E5%B1%B1%E5%
A4%A7%E6%B6%85%E8%A5%BF%E6%96%AF&hl=zh-TW&ie=UTF-8。 
192 「俄羅斯國防工業現狀」(April 17 2002)，中亞科技經濟資訊網， 
http://www.zy.gov.cn/News.asp%3Fnewsid%3D271+%E4%BA%9E%E6%AD%B7%E5%B1%B1%E5%
A4%A7%E6%B6%85%E8%A5%BF%E6%96%AF&hl=zh-TW&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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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金融工業集團，危機中這三個獨立的集團中的銀行合併在一起成立羅斯銀

行，橋銀行、梅那捷普銀行和奧涅克西姆銀行轉入新組建的羅斯銀行並不是這個過

程的結束，而是分階段專業化聯合的第一步，就這三個集團而言，形成一個鬆散的

大型綜合性集團，其輪廓是：集團母體或核心：羅斯銀行，核心之外由三個工業和

生產性集團所組成，將原來銀行所屬的企業聯合為專業化企業，因此國際羅斯集團

的股東有原梅那捷普銀行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原橋銀行總裁古辛斯基 (Vladimir 

Aleksandrovich Gusinskiy; V.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усинский) 及波塔寧，因此北方造船廠

是由霍多爾科夫斯基、古辛斯基、波塔寧、普加契夫及楚拜斯等大股東所共同持有 

(請見表 2-8 或表 3-1) 。 

在 2001 年年初，國際羅斯集團總裁波塔寧宣布了他的目的是要減少軍企的持

股，波塔寧為了要控制武器出口的資金流向，這也就是波塔寧重視出口傾向的軍企

的原因，在 2001 年年底，國際羅斯集團賣給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手中的持股，波塔寧

很清楚的表示國際羅斯集團日後將不會在國家領域中持股，193在 2003 年 6 月之前，

克拉溫造船廠 (Karavan Zvezd) 幫助新專業與概念公司對付波羅的海造船廠，新專

業與概念公司的專家解釋新專業與概念公司在兩大造船廠之間競爭上憑藉著克拉溫

造船廠謀利的企圖而與克拉溫造船廠獲得勝利。194 

 

北廠與俄國造船局之間的政商關係 

最初將訂單給予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決議是由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

米特里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列‧別利尼亞諾夫所決策的，但是普欽見

到訂單最後由北廠獲得後就呼籲要限制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成功的取得訂單!!195由於

在 2000 年 12 月 1 日的 1953 號有關俄國軍企對外軍售問題的總統令規定俄國造船

局被授權去決定武器交付與訂單的執行的執行者與發展者，2001 年 2 月中國就購買

兩艘 956EM 型驅逐艦問題與俄羅斯進行交涉的時候，俄國造船局決定由北方造船廠

                                                 
193 “INTERROS SELLING SOME ENTERPRISES TO THE STATE”(18 aug 2003), Россий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директоров, http://www.rid.ru/news.php?news_id=5449&l=en. 
194 “Former Vice Prime Minister saved his ships from Pugachev”(23.09.2003), 
shipbuilding.ru ,http://shipbuilding.ru/eng/news/2003/09/23/pugachev/ 
195 Anatoliy Temkin, Aleksey nikol'skiy,” "northern shipyard" remained outboard:Chinese destroyers will 
build at the Baltic plant”(21 January 2002), lists, http://www.npc-m.ru/pres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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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當時仍在擬議中的這筆交易的合約執行方，1962001 年 2 月時，俄羅斯造船局的局

長是波斯佩羅夫 ((V. Pospelov;Владимир Поспелов),1999 年 6 月 15 日上任) ，因

此在 2001 年 2 月是由俄羅斯造船局局長波斯佩羅夫決定由北廠為契約執行方，因此

俄國造船局與北方造船廠也簽署了協議，並且國防部也已確認俄國造船局的協調信

已於 2001 年 2 月寄出，2001 年國家杜馬依據一開始卡西亞諾夫總理的決議列出為

中國造艦的名單，俄國造船局依據國家杜馬最初的決定而促成俄國造船局及北方造

船廠之間的協議，2001 年春天北廠被選為訂單執行者，接近國防部的訊息證實俄

國造船局也已將結果寄給了北廠，197官方在北廠造艦案上的決議已經在 2001 年 2

月 5 日被俄國造船局所接受，並且同時普欽也發布總統令加以確認與公布，而北廠

也已投入相當多的資金及技術準備為中國造船 (請見表 2-15) 。 

在克列巴諾夫簽約之後，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準備在 2001 年 4 月造船局決議的

基礎上參與招標，2001 年 4 月，俄國造船局在北方造船廠的事先運作下而受到影

響，因此俄國造船局屬意由北廠得標 (請見表 2-15) ，198因為北廠未能提供良好的

訂單條件，所以在之前的招標會中北廠並未在計劃中，招標的決議立刻引起激烈的

競爭，團結黨 (Unity) 質疑北廠的財務條件，199依據在俄國國家杜馬團結黨黨團召

集人別赫金 (Vladimir pekhtin; Владимир Пехтин) 調查一筆與北方造船廠積欠國庫

費用有關的事件中，別赫金發現北方造船廠所積欠的國庫費用就是北方造船廠涉入

軍售弊案的資源，也就是說北方造船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關說與運作軍售決

策，
200因此北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有政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方有利益上的互換 

(請見表 2-8) 。 

俄國武器公司在 2002 年 1 月 3 日決議由北廠得標，201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

                                                 
196 “Китайские моряки поставили рекорд”(9 января 2002)，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197 “Приплыли＂(18.03.2002), Ведомости, http://www.lenpravda.ru/reading1.phtml?id=2276 
198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199 Nikolai Novichkov, Vladimir Shvarev,” Destroyer under the carpet”(16 January 2002), time MN, 
http://www.npc-m.ru/press/64 
200 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201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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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出口公司與中國政府達成軍售的協議，俄國造船局的調和決策被俄國武器出口公

司接受，2001 年 2 月 5 日，北方造船廠訂單的決策是由卡西亞諾夫總理所決定的。 

團結黨與北方造船廠   

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俄中簽約之後，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簽署了為中國建造兩艘驅

逐艦共計 1.4 億元的訂單契約，2001 年 12 月 25 日，當團結黨領袖別赫金緊急質詢

國防部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團結黨領袖別赫金在國家杜馬提出北廠未還國家預算

的債務問題，同時別赫金已經在他的政商關係中安排好對付葉里欽派的整合並且也

與接近葉里欽派的人相互協調，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成立在 2002 年 1 月 3 日

契約簽訂之後，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負責處理北方造船廠 182 億盧布的債務

問題，在俄國國家杜馬團結黨黨團召集人別赫金調查一筆與北方造船廠積欠國庫費

用 60.39 億有關的事件中，別赫金發現北方造船廠所積欠的國庫費用就是北方造船

廠涉入軍售弊案的資源，也就是說北方造船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關說

與運作軍售決策，
202因此北方造船廠運用其政商關係，並且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關說與運作軍售決策，同時由於核准北廠得標的決策單位是俄國對外軍事合

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里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列‧別利尼亞諾夫及卡西

亞諾夫總理與俄國造船局等，並且在 2001 年 4 月，俄國造船局在北方造船廠的事

先運作下而受到影響，顯然北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有政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方

有利益上的互換，也就是說北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向俄國造船局、卡

西亞諾夫總理及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里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

裁安德列·別利尼亞諾夫等人關說遊說，因此俄國造船局、卡西亞諾夫總理及俄國對

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里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列·別利尼亞諾

夫等決策者願將訂單給予北廠。 

聯邦西北區仲裁法院發現俄國財政部未經授權，俄國最高檢察官也已調查了北

方造船廠積欠國庫 60.39 億的案子，北方造船廠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於 1998 年春時

簽訂合作造艦的協議，在北方造船廠履行契約之後，北方造船廠應該退還剩餘的聯

邦預算款項，但國防部只好一直忍耐著而不做聲色，2000 年時，北方造船廠與國防

                                                 
202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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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已協調建造費用為 18.26 億盧布，然而在 2002 年時，財政部在俄國國會稽核委員

會的根據上認為未完成的造艦未達評價的標準，並且俄國財政部也向仲裁法院提出

建議，北方造船廠聲稱為了設備而將費用提高到 60.39 億盧布，但法院要求北方造

船廠以 19.2 億盧布做成設備，2002 年 12 月，有關控訴已獲解決，俄國最高檢察官

判定北方造船廠負有 18.26 億盧布的償還義務，北方造船廠也已償還 18.26 億盧布。

203 

庫責克與普加契夫的政商關係 

在 2001 年年底，國際羅斯集團將手中的持股賣給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所以新專

業與概念公司成為國際羅斯集團的股東之一，庫責克與普加契夫及波塔寧都是國際

羅斯集團的股東，北方造船廠由波塔寧與普加喬夫所控制，由於俄羅斯財閥的勢力

已根深蒂固，在各權力機構的關鍵部門都有自己的勢力，因此徹底地分離財閥和權

力機構難以一蹴而就。 

普加契夫已成為俄羅斯許多高官信任的銀行家，沃洛申、前總統葉利欽的新聞

秘書尤馬舍夫 (Valentin Yumashev) 、俄巴斯基爾共和國總統拉希莫夫等人都是普加

契夫的朋友，普欽擔任總統事務管理局副局長的時候與他相識，普加契夫可以自由

進入克裡姆林宮面見總統，有時候還就一些政治問題提出建議，波塔寧與楚拜斯曾

經結為盟友，楚拜斯保持著他在政府內的影響，因此波塔寧與楚拜斯之間的關係密

切。 

2002 年初，庫責克出售股權給普加契夫，庫責克需要普加契夫的政治支援而獲

取訂單，
204並且因為在中國與俄羅斯之間訂單談判，談判的結果是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中俄兩國簽約並由俄國武器公司在 2002 年 1 月 3 日決議由北廠得標，因此庫責克

出售股權給普加契夫的用意是希望普加契夫為北廠向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遊說，由於

普加契夫與普欽的得力助手伊戈里‧謝欽建立了很好的合作關係，
205

謝欽也是聖彼

得堡幫的領袖之一，因此庫責克售股給普加契夫的另一用意是庫責克希望利用普加

                                                 
203 Alexey Klepikov,” " NORTHERN SHIPYARD " HAS WON DISPUTE” (22.03.2004), garweb, 
http://www.garweb.ru/project/vas/news/smi/04/03/20040322/8651997.htm 
204 Анатолий Темкин,” Кузык нашел партнера”, (Oct 17,2002) FLB.Ru, 
http://www.flb.ru/info/12794.html 
205 「隱身巨頭暗中操縱」(May 30 2001)，新浪，http://china.sina.com.tw/book/2003-04-16/3/45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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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夫與聖彼得堡幫的良好關係而為其遊說與關說。 

在 2002 年 1 月 3 日決議由北廠得標前，新概念與專業公司在軍售中國的訂單上

遇到了問題，庫責克已出售股權給普加契夫，庫責克出售股權的條件是希望普加契

夫有能力能夠保護他免於受到攻擊庫責克由於受到破產的打擊而運用與普加契夫的

夥伴關係增加其政治影響力，庫責克需要普加契夫的政治支援，進而使庫責克可以

透過銀行巨大的資金執行訂單並給與普加契夫高額的利潤，庫責克與普加契夫的行

政資源及靠山是杜托夫 (Andrei Dutov) ，
206而杜托夫與波塔寧的關係良好，因此國

際羅斯集團在收購了新專業與概念公司後而轉型成為軍工企業，奧涅克辛姆銀行之

下的一個部門主管杜托夫成為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第一副總裁。 

 

俄國武器公司與北廠間的政商關係 

在中國與俄羅斯之間訂單談判，談判的結果是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中俄兩國簽約

並由俄國武器公司在 2002 年 1 月 3 日決議由北廠得標，北方造船廠已經與俄國武器

出口公司談妥了價格條件並且也與中國政府約定在談判結束之前交付船艦，北廠依

據契約須將武器現代化，
207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前是由俄國造船局擔任訂

單招標的決定機構，但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後，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就變

成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擔任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2002 年 1 月 15 日，三個造船廠已

將參加招標的標單轉移給俄國造船局，2002 年 1 月 15 日俄國造船局、俄國武器出

口公司、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在經過討論後仍未決定執行訂單，2002 年 1 月

15 日有人提議要組成招標委員會 (tender committee) 一事但未被接受，對俄國政府

而言，不論有無招標委員會，太過熱衷於北廠得標一事勢必必須要解決，208因此在

2002 年 1 月 19 日的招標委員會前，楊塔造船廠 (JSC Yantar) 被俄國決策單位強

迫參與招標，儘管波廠有一系列的財務問題。209 

                                                 
206 “Unification in the Russian shipbuilding got new proponents”(April 26 2004), ShipBuilding.ru, 
http://shipbuilding.ru/eng/news/2004/04/26/shipbuilding/. 
207 “The business Chronicle "(Feb 7 2002), N3 on January, (5/28On February, 4: Military-industrial 
scandal,http://txt.newsru.com/bc/07feb2002/bc4.html 
208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ь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Темкин,” Эсминец тонет в бумажном море”(16 января 2002), 
Ведомости, http://www.npc-m.ru/press/53 
209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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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廠與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 

企業家與軍企寡頭為了他們的利益能夠與克里姆林宮相互配合而遊說，金融寡

頭與企業家們為了他們的利益而遊說了國家杜馬、聯邦會議、俄羅斯工業家與企業

家協會；以及在俄國總理主持下的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f Russia, RPPS) ，甚至因國際工業銀行總裁普加契夫是普欽的好友

而履次被軍企寡頭遊說，普加契夫是俄國會上議會議員，
210寡頭們千方百計地接近

權力高層，用贊助、送禮、賄賂等手段，爲自己公司的成立和發展尋求法律依據和

政府的保護，同時躋身權力的高層，軍企寡頭們盡力擴大和利用傳媒工具，以此影

響最高領導人和政府的決策，影響社會輿論，同時也把其作爲相互鬥爭的工具。 

卡西亞諾夫為了聯繫俄國行政體系與俄國企業家範圍之間的溝通與運作；利益

上的結合；將經濟政策引導到預設的目標上而組成了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俄

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做為一個商業團體是代表著許多企業及軍企寡頭的利益，211

普欽通過給實業家提供各種優惠政策，將寡頭們組織在一個新的組織——「俄羅斯

企業家和工業家協會」裏，以便爲國家的政治經濟政策效勞，212俄羅斯企業家與企

業家協會是葉里欽派的大本營，2000 年 10 月 6 日，第十一屆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

選出沃洛斯基 (Arkadiy Ivanovich Volskiy; Арк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ольский) 為主席，同

時也選出該協會的理事，所選出的協會理事包括有聯合電力公司總裁楚拜斯、國際

羅斯集團總裁波塔寧、 魯科伊 (LUKoil) 石油公司總裁阿列克別洛夫  (Vagit 

Yusyfovich Arekperov; Вагит Юсуфович Алекперов) 、阿爾發銀行 (Alfa; Альфа) 總

裁傅利德曼 (Mikhail Maratovich Fridman; M. Маратович Фридман) 、酉克斯 (YUKOS) 

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別列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沃洛斯基在協會大會上說：「政府

與寡頭間不再不和了，協會未來主要任務之一是要集中力量在國防轉產計劃中」。213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210 Alexander Kolesnichenko, Ludmila Pivovarova, Vitaly Tseplyaev，＂TYCOONS FLATTEN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have become more civilized＂(February 6, 2002),Johnsons 

Russia List,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6060.txt. 
211 http://www.ebc.ru/documents/open_meetings/docs/yurgens.pdf 
212 「俄政商兩界核心人物之間涌動著不見刀光的較量」(Sep 14 2003)，百靈網，

http://news.beelink.com.cn/20030914/1424374.shtml 
213 “Volskiy re-elected as chairman of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RPPS＂(Oct 6 
2000),center of Russia studies,http://www.nupi.no/cgi-win/Russland/krono.exe?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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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的成員包括有班杜吉德茲 (Kakha Bendukidze) 、 瓦

丹寧 (Ruben Vardanian) 、傑里帕斯卡 (Oleg Deripaska) 、伊夫杜先科夫 (Vladimir 

Evtushenkov) 、馬牧特 (Alexander Mamout) 、摩達紹夫 (Aleksei Mordashov) 、波塔

寧、傅里德曼 (Mikhail Maratovich Fridman; M. Маратович Фридман) 、霍多爾科夫斯

基、楚拜斯、普加契夫，
214在商業上，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已經被忠於普欽的

寡頭們所滲透了，並且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聯盟的地位也變成被放到克宮的意志之

下了，代之而起的是獨立的企業家協會，獨立的企業家協會是反對普欽，俄國工業

家與企業家協會已變成將克宮的想法與利益送達到國家杜馬的媒介，在普欽要求俄

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全力支持普欽在霍多爾夫斯基上的決策後，俄國工業家與企

業家協會的部份成員請求與普欽會面，至此之後，一個計劃就顯露出來了，從總統

辦公廳到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與其他協會的合併等事中很明白的顯示出克宮企

圖尋求在克宮的全面控制下組成一個全面性的企業家垂直管理系統的意圖，
215並且

由於北方造船廠是被波塔寧與楚拜斯所控制，在北廠的庫責克售股給普加契夫一事

上，波塔寧與楚拜斯及普加契夫同時都是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的成員，因此庫

責克與北廠或多或少都利用了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做為其向外關說遊說利益的

管道。 

俄已成立了隸屬於政府的工業家和企業家協會，大部分金融工業寡頭都參加了

這一組織，並且推舉總理卡西亞諾夫爲該協會主席，工業家和企業家協會中知名度

高而重要的成員有尤科斯石油公司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歐亞公司 (Evraz) 總

裁亞歷山大‧阿布拉莫夫 (Alexander G. Abramov) 、
216歐姆斯公司總經理卡哈‧別杜

基澤及盧克伊 (LUKoil) 石油公司總裁瓦基特‧阿列克別羅夫 (Vagit Yusyfovich 

Arekperov; Вагит Юсуфович Алекперов) ，工業家和企業家協會對政府經濟決策保

持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沒有該協會的支援，俄國的外匯政策、稅收政策乃至對外貿

                                                 
214 “The oligarchs chose the arbiters, 10 RUIE bureau members among 
them”(June,12,2002),http://www.corp-gov.org/news/arch.php3?news_id=577. 
215Gordon Hahn, “Putin's Stealth Authoritarianism”(21 April 2004),Regional 
analysis,http://www.regionalanalysis.org/publications/regionalvoices/en/2004/04/616B350A-D9CD-49F5-
9416-ECAD7F5F1EAE.ASP 
216 歐亞公司的網址是 http://www.evraz.com/about/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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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政策均難以順利通過，217因此卡西亞諾夫以他擔任過工業家和企業家協會的職務

之便拓展其人脈，並且與俄國政壇的「藏鏡人」，如貝里佐夫斯基與阿布拉莫維奇等

人，交情甚為密切，該二巨頭對克宮政壇仍有影響力，所以支持卡西亞諾夫的寡頭

有魯克石油公司總裁阿列克別洛夫、列別捷夫與霍多爾科夫斯基、貝里佐夫斯基與

阿布拉莫維奇及普加契夫等人 (表 2-11) ，由於卡西亞諾夫也是普欽的經濟政策上

諮詢的對象，因此卡西亞諾夫與這些支持卡西亞諾夫的寡頭們可統稱為經濟派。 

表 2-11 俄羅斯企業家和工業家協會的內部成員 
 
俄羅斯企業家和工業家協會 俄羅斯企業家和工業家協會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f Russia, RPPS)。 
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的成員包括

有班杜齊德茲(Kakha Bendukidze)、 瓦

德寧(Ruben Vardanian)、傑里帕斯卡

(Oleg Deripaska)、伊夫杜咸柯夫

(Vladimir Evtushenkov)、馬牧特

(Alexander Mamout)、摩達修夫(Aleksei 
Mordashov)、波塔寧(Vladimir 
Potanin)、傅里德曼(Mikhail Fridman)、
火多爾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楚拜斯(Anatoli 
Chubais) 、列別捷夫、阿布拉莫維奇

及普加契夫。 

俄羅斯企業家和工業家協會會長沃洛

斯基 (Arkadiy Ivanovich Vol＇skiy; 
Арк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ольский)，聯合會

理事包括有聯合電力公司總裁楚拜

斯、國際羅斯集團(Interros Group)總裁

波塔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魯科伊(LUKoil)
石油公司總裁阿列克別洛夫 (Vagit 
Yusyfovich Arekperov; Вагит 
Юсуфович Алекперов)、、列別捷夫、

阿爾發  (Alfa; Альфа) 銀行總裁傅利

德曼 (Mikhail Maratovich Fridman; 
Михаил Маратович Фридман)、酉克西

                                                 
217 李建民，「《財經》：俄首富被捕對中俄輸油管道有驚無險」(Nov 7 2003)，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2003/Nov/4367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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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OS)總裁火多爾科夫斯基。 

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隸屬於政

府，總理卡西亞諾夫 (Mihail 

Mihaylovich Kas＇yanov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 爲該協會主

席。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2001 年 6 月 21 日，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舉辦會員大會，北方造船廠的股

東新專業與概念公司董事長庫責克在會中聲明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以後將在俄

國政府與俄國商人之間扮演建立良好關係的中間角色，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透

過與俄國政府與國會之間的對話；單一交涉的遊戲規則的建立；選派代表進入俄國

國會而伸展其影響力且為其利益而與俄國政府與國會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 

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與普加契夫的政商關係 

普加契夫被俄國政壇看做是一個克宮內部普欽聖彼得堡幫與葉利欽幫之間鬥爭

祕密的幕後領導人，在普加契夫成為俄國聯邦會議代表後他享有了特權，普加契夫

利用俄國聯邦會議代表的位置來為俄國國際工業銀行的利益遊說，普加契夫在俄國

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內部的地位與關係是非常接近於會長沃洛斯基，普加契夫與普

欽的得力助手伊戈里‧謝欽 (Igor Ivanovich Sechin) 建立了很好的合作關係，庫責克 

(Boris kuzyk;Кузык Н.Б.) 售股給普加契夫的目的就是利用普加契夫與謝欽的良好關

係為其向普欽總統及軍售訂單決策諸部門遊說。 

 

葉里欽派與北廠之間的政商關係 

 

在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股份中，國際羅斯集團的奧涅克辛姆銀行持有百分之

51 的股份，庫責克於 1998 年年底成為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總裁，新專業與概念公

司同時也成為國際羅斯集團旗下企業之一，由於楚拜斯控制了北方造船廠，北方造

船廠的老闆是庫責克，他所領導的軍工集團「新計劃新理論工業控股公司」被著名

的財閥波塔寧所控制，新專業與概念公司被寡頭波塔寧擁有的國際羅斯集團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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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國際羅斯集團已經投資在北方造船廠，國際羅斯集團波塔寧擁有新專業與概念

公司，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投資了北方造船廠，北方造船廠的老闆是庫責克，他在葉

里欽當政時擔任過俄羅斯總統軍事技術合作事務的助理，庫責克是葉里欽的人馬，218

新計劃新構想工業控股公司公司董事長庫責克爲了保障俄羅斯國際工業銀行對公司

業務的政治支援，把公司的控股賣給了俄羅斯國際工業銀行，219同時普加契夫與楚

拜斯及波塔寧如上所述都是俄國企業家與工業家協會成員，其次三人也都是北廠的

股東及控制人，因此北廠在葉里欽幫中的勢力可說擴及到俄國企業家與工業家協

會，北廠的軍售收入是楚拜斯及波塔寧的主要財務來源，因此北廠憑藉葉里欽幫的

政治人物及商界人物的支持以擴展其政商關係，同時也對北廠爭取軍售訂單有其雄

厚的政商資源。 

 
 
 

第五節  波羅的海造船廠之政商關係 

 

 

 

 

一、 波羅的海造船廠之核心內部 

 

東方集團與波羅的海造船廠 

 

東方集團 (伊斯特集團，IST; ИСТ) 擁有波羅的海造船廠 88.2% 的股權，伯利

沙可夫 (Alexei Bolshakov) 與亞力山大‧涅西斯 (Alexander Nesis) 都是東方集團擁有

人，波利麥托企業 (Polymetal corporation) 這一家公司是東方集團的核心控股公司，

                                                 
218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219

康‧蘭特拉托夫、伊‧布拉溫，「俄羅斯《生意人報》：俄羅斯廠商爭奪中國軍艦訂貨」(July 
10,2003) ，看中國，http://secretchina.com/news/gb/articles/3/7/10/461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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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國防工業實體伊斯特集團公司總裁爲亞歷山大‧涅西斯，該集團公司已成爲波羅

的海造船廠的控股人，波羅的海造船廠是俄羅斯唯一的能製造大型船舶的企業，其

製造下水的有「偉大的彼得」核動力導彈艦和大型「切巴年科海軍上將號 (Admiral 

Chabanenko Адмирал Чабаненко) 」潛艇，除了私有股份公司之外，還有一些國有

企業和混合制企業組成了俄羅斯國防工業有活力的組成部分，他們承擔著俄羅斯武

裝力量裝備生産和出口的任務。
221 

在 2000 年時，跨區域投資銀行 (Interregional Investment Bank) 就是波羅的海造

船廠的主要股東，跨區域投資銀行在 2000 年時就表現出對波羅的海造船廠董事會不

滿的情緒，222俄國造船局在波羅的海造船廠的代表是俄國造船局第二副局長：多羅

托夫 (Aleksey Dolotov) ，2000 年 6 月 23 日，波羅的海造船廠召開股東大會選出 11

位董事會成員，包括有船廠工會委員會主席費爾尤林 (V.P.Firyulin)、波廠董事蘇里

亞科夫斯基、俄國政府官股代表多羅托夫 (A.I.Dolotov) 、雪菲爾金 (V.I.Shevelkin) 

則被選為董事長。
223 

跨區域投資銀行 

跨區域投資銀行擁有一群造船廠企業的資產，在 2000 年 8 月時，跨區域投資銀

行參與了中小型噸位造船廠協會的建立，中小型噸位造船廠協會結合了許多被跨區

域投資銀行控制的造船廠，中小型噸位造船廠協會的會長是跨區域投資銀行副總裁

海菲斯 (Mikhail Kheifits) ，存在於跨區域投資銀行周圍的許多準聯合體型式的造船

廠結構影響了俄國造船工業中勢力的分佈，譬如俄國海軍武器市場態勢及占有率的

改變，目前俄國海軍武器市場態勢及占有率主要是由北方造船廠與波羅的海造船廠

所支配，跨區域投資銀行長期以來與軍工複合體一起運作，同時跨區域投資銀行也

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一起運作。 

                                                 
220 Anatoly Temkin,”EAST will profit from destroyers which severnaya verf will build for China”(March 
20,2002),vedomosti,p.B1. 
221 「俄羅斯國防工業現狀」(April 17 2002)，中亞科技經濟資訊網，

http://www.zy.gov.cn/News.asp%3Fnewsid%3D271+%E4%BA%9E%E6%AD%B7%E5%B1%B1%E5%
A4%A7%E6%B6%85%E8%A5%BF%E6%96%AF&hl=zh-TW&ie=UTF-8。 
222 “Results of meeting of shareholders”(Feb 14,2000),Baltiyskiy Zavod's JSC 
newspaper,http://www.bz.ru/e022_002.htm 
223 “News archive of the year 2000＂(July 6, 2000),Baltiyets (corporate newspaper) No.7,, 

http://www.bz.ru/e022_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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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波羅的海造船廠的人包括普欽的親信政團「團結聯盟 (Unity) 國會下院領

導人別赫金 (Vladimir pekhtin; Владимир Пехтин) 、以及俄羅斯政府負責國防工業

的副總理克列巴諾夫，224團結黨是由克宮高層授意成立，並獲得普欽的背書支持，225

東方集團擁有波羅的海造船廠 88.2% 的股權，伯利沙可夫與亞力山大‧涅西斯都是

東方集團擁有人，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總裁是庫責克，庫責克是葉里欽總統的經濟顧

問，庫責克與俄羅斯國際工業銀行總裁普加契夫在 2003 年獲得波羅的海造船廠的最

大股權，從 2003 年 9 月開始，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總裁庫責克與俄國國際工業銀行總

裁普加契夫贏得波羅的海造船廠最多股東席次，在 2000 年 6 月波羅的海造船廠股東

大會上決議伊斯特集團獲得了控制權，並且伊斯特集團的創始人亞涅西斯成為波羅

的海造船廠的董事長，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克列巴諾夫，波羅的海造船廠支付八億

美元給俄羅斯武器出口公司、克列巴諾夫和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委員會，
226

波羅的

海造船廠不僅對克列巴諾夫做了大量工作，還唆使國家杜馬代表控告北方造船廠拖

欠 3 億美元稅款，並借此重新進行招標，搶奪合約。227 

二、伊斯特集團旗下的企業 

2000 年 10 月 13 日，伊斯特集團購入波羅的海造船廠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加

上伊斯特集團之前已持有波羅的海造船廠的百分之十五的股份，伊斯特集團總計持

有波羅的海造船廠的百分之五十股份，
228同時伊斯特集團也獲得了波羅的海造船廠

的控制權，在 2000 年 6 月波羅的海造船廠股東大會上，伊斯特集團派出兩位從 1993

年到 1997 年已擔任波羅的海造船廠董事的代表出席股東大會，在 2000 年 6 月波羅

的海造船廠股東大會上決議伊斯特集團獲得了控制權，並且伊斯特集團的創始人亞

涅西斯成為波羅的海造船廠的董事長。 

                                                 
224周野，「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26 January 2002)，中時電子報，

http://ctnews.yam.com.tw/news/200201/26/229563.html。 
225 王定士，「一九九九俄羅斯國家杜馬選舉」，政大俄語學報 3 (May 2000): 295。 
226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227 「自釀苦酒 俄可能喪失亞太海軍軍火市場」(July 25 2003)，深圳熱線，

http://www.szonline.net/content/2003/200307/20030725/194874.html。 
228 "Krupneysheye v Peterburge sudostroitelnoye predpriyatiye - 'Baltiyskiy zavod' perekhodit pod kontrol 
ZAO 'IST'," (13 October 2000),Agenstvo voyennykh novostey, in Integrum Techno, 
http://www.integrum.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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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利麥托公司屬於伊斯特集團旗下的一個企業，伊斯特集團旗下的企業包括有

波 利 麥 托 公 司  (OJSC "Polymetall") 、 波 羅 的 海 造 船 廠 、 茵 卡 斯 銀 行  (OJSC 

"Incasbank") 、諾莫斯銀行 (CJSC "NOMOS-Bank") 、CJSC "IST-Stroy." (表 2-12 及表

2-13) ，
229

波羅的海聯合造船公司旗下結合了波羅的海造船廠、鍋爐建造特別設計

局、Aysberg 設計局、礦業機械研究中心等各單位，波羅的海聯合造船公司加盟了伊

斯特集團，230亞涅西斯集團下有兩個重要的企業：波羅的海造船廠與 Proletarsky 

Plant，亞涅西斯集團的母公司---伊斯特集團，亞力山大‧涅西斯於 2002 年底賣掉他

在北方造船廠中百分之 18.8 的股權，而由波羅的海聯合造船複合體接收北方造船廠

的股份來交換波羅的海聯合造船複合體將股份轉移到 Rinaco，亞涅西斯賣股的原因

在於對控制北方造船廠與西北造船公司的庫責克施加壓力。 

表 2-12 伊斯特集團及其旗下的企業簡介 (時間—2000 年) 

伊斯特集團共同股東--伯利沙可夫(Alexei Bolshakov)、亞歷山大‧涅西斯 

(Alexander Nesis) 
總裁---亞歷山大‧涅西斯 (Alexander Nesis) 
副總裁---海菲斯 (Mikhail Kheifits) 
核心控股公司：波利麥托企業 (Polymetal corporation) 
董事會成員：船廠工會委員會主席費爾尤林 (V.P.Firyulin)、波廠董事蘇里亞科

夫斯基 (O.B.Shuliakovsky) 、俄國政府官股代表多羅托夫(A.I.Dolotov) 、雪菲爾

金 (V.I.Shevelkin) 則被選為董事長。 

主要股東：跨區域投資銀行 (Interregional Investment Bank) 

波廠國有股份代表：俄國造船局第二副局長多羅托夫 (Aleksey Dolotov) 

旗下的企業----波利麥托公司 (OJSC "Polymetall") 、波羅的海造船廠(OJSC 

"Baltijsky Zavod") 、茵卡斯銀行 (OJSC "Incasbank") 、諾莫斯銀行 (CJSC 

"NOMOS-Bank") 、CJSC "IST-Stroy." 

 
波廠董事長---雪菲爾金 (V.I.Shevelkin)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表 2-13 伊斯特集團在俄政界與俄商界人物之間的關係 

領域 企業或政治人物 關係性質 對應關係 
俄商業界 跨區域投資銀行 波羅的海造船 伊斯特集團的

                                                 
229 “St. Petersburg's OJSC "Polymetall" invested $50 million in building of Processing plant on the largest 
gold deposits in Sverdlovsk Region”(AUGUST, 28 2001),Russian Jewellery Network, 
http://www.jewellernet.com/info/news/archiv/0801/280801_1.html. 
230 “New Programs and Concepts (Basic Edition)”(September 25, 2006), Ignatov & Company 
Group,http://www.ignatov.biz/acatalog/new_programs_and_concep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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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egional 

Investment Bank) 
廠的主要股東 主要股東，跨

區域投資銀行

管理全部的伊

斯特集團，下

轄波廠。 
俄商業界 船廠工會委員會

主席費爾尤林 

(V.P.Firyulin)  

波羅的海造船

廠董事 

受到跨區域投

資銀行的管理

及監督。 

俄商業界 波廠董事蘇里亞

科夫斯基 

(O.B.Shuliakovsky)

波羅的海造船

廠董事 

受到跨區域投

資銀行的管理

及監督。 

俄商業界 俄國政府官股代

表多羅托夫

(A.I.Dolotov)  

波羅的海造船

廠董事 

受到跨區域投

資銀行的管理

及監督。 

俄商業界 雪菲爾金 

(V.I.Shevelkin)  

波羅的海造船

廠董事兼董事

長 

受到跨區域投

資銀行的管理

及監督。 

俄商業界 中小型噸位造船

廠協會的會長海

菲斯 (Mikhail 

Kheifits) 

跨區域投資銀

行副總裁 

跨區域投資銀

行管理全部的

伊斯特集團，

下轄波廠。 

俄商業界 伯利沙可夫

(Alexei 
Bolshakov) 

伊斯特集團的

主要股東 

伊斯特集團的

主要股東 

俄商業界 亞力山大‧涅西斯

(Alexander Nesis)
伊斯特集團的

主要股東 

伊斯特集團的

主要股東 

俄政治界 別赫金 (Vladimir 
pekhtin; 
Владимир 
Пехтин) 

團結黨領袖 支持波羅的海

造船廠的人 

俄政治界 克列巴諾夫 副總理 支持波羅的海

造船廠的人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庫責克在經歷過 2002 年與亞涅西斯的鬥爭過後，庫責克在 2002 年 8 月面對北

方造船廠的背叛股東的攻擊後失去了對北方造船廠的控制，之後庫責克被迫將控股

權賣給了普加契夫，東方集團在造船廠的菁英之間引起了一場競賽，在 2003 年以前

東方集團已從克拉溫造船廠 (Karavan Zvezd) 買下波羅的海造船廠 17.36%的股權，

並且東方集團也打擊了他的競爭者新專業與概念公司，在東方集團打擊了新專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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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公司之後，東方集團擁有波羅的海造船廠 88.2%股權，東方集團的兩個股東—

伯利沙可夫和亞涅西斯在波羅的海造船廠中的地位已變成了無懈可擊的狀況，波羅

的海造船廠其他百分之十二左右的股權則是歸於數千名小股東持有。 

 

三、諸廠間的鬥爭 

在東方集團與克拉溫造船廠的俄國策略與技術分析中心主任普霍夫之間的交易

將領導地位重新給予給東方集團，尤其是在許多的爭鬥時東方集團中的 17.36%被波

羅的海造船廠的競爭者所擁有，在 2003 年 6 月之前，克拉溫造船廠幫助新專業與概

念公司對付波羅的海造船廠，但是到了 2003 年 6 月後，克拉溫造船廠幫助波羅的海

造船廠對付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專家解釋新專業與概念公司在

兩大造船廠之間競爭上是憑藉著克拉溫造船廠謀利的企圖而與克拉溫造船廠聯盟而

一起獲得勝利，普加契夫在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財務支持上拒絕購入克拉溫造船廠

的交易，在對比之下，根據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公關部主任的說法，東方集團是樂於

與克拉溫造船廠交易，現在東方集團可獨自致力於建立波羅的海造船聯合體，新專

業與概念公司則是責怪東方集團也有相同的計劃，在最好的情勢下，東方集團專注

於北方造船廠，但是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公關部則是建議波羅的海造船廠最好不要與

克拉溫造船廠聯合對付北方造船廠，因此東方集團在北方造船廠中維持了 18.8%的

持股而成為其攻擊北方造船廠的橋頭堡。
231 

 

四、波廠與別赫金 

 

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已經持續地在競選的框架下對抗舊葉里

欽勢力的政治影響力，因此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是為了國家杜馬

選舉而對抗北方造船廠，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從波羅的海造船廠

那得到為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的佣金與回扣，別赫金受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委託而他

用他的職權直接向北方造船廠質問，為中國造艦的 1.4 億元中，其中 0.8 億是造艦費

                                                 
231 “Former Vice Prime Minister saved his ships from Pugachev”(Sep 23 2003), Russian Shipbuilding, 
http://shipbuilding.ru/eng/news/2003/09/23/pugac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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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0.6 億是武器與水雷組裝費用，北方造船廠在俄國與中國談判結束以前就和俄國

武器出口公司協調好價格條件，2001 年 12 月 25 日，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

人別赫金寫了一封信給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審計部等單位要求且質問有關

北方造船廠為何沒有賠償 1997 年為中國造艦的預算與費用?  

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別赫金在國家杜馬中監督預算的部門中談到北方造船廠為

了從國防部接收國家預算而在 1999 年與 2000 年交付中國的兩艘驅逐艦訂單負有將

近 30 億的國家預算，聯邦預算沒有收到任何的補助，甚至在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之

間有所協調，聯邦預算未收到六億元的原因在於國防部根本未執行，兩個造船廠之

間爭執於建造兩艘軍艦的訂單，但在 2001 年初俄國政府造船局宣布北方造船廠贏得

訂單，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國家武器出口單位)在 2001 年 1 月時與中國簽署了契約

協議，副總理克列巴諾夫宣稱重新招標是為了契約並且宣布波羅的海造船廠獲勝。 

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簽下了為中國建造兩艘 956EM 軍艦共價值

1.4 億的契約，雖然俄國造船局一開始就已決定將訂單給予北方造船廠，
232波羅的海

造船廠及其股東波利麥托運用他們足夠的政治影響力迫使俄國造船局重新考慮軍售

訂單的決策，
233

經由北方造船廠的準備與運作，俄國造船局在一開始就決定由北方

造船廠造艦，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前是由俄國造船局擔任訂單招標的決定

機構，但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後，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就變成俄國武器出

口公司擔任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俄中簽約且招標的結果宣布後

立刻引起了許多尖銳的對立與運作，尤其是在國家杜馬團結黨團提出對北方造船廠

的財務問題後，國家杜馬團結黨團成員都顯得煩燥，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成

立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後，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負責處理圍繞在

2002 年 1 月 3 日為中國造艦的訂單執行者選擇的醜聞，2000 年時，在俄國杜馬的會

議中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指控財政部、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

司，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認為俄國國防部與北方造船廠為了契約

                                                 
232 “BALTIC SHIPYARD TO BUILD TWO DESTROYERS FOR CHINA “(Jan 19,2002) , NTI by the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http://www.nti.org/db/nisprofs/russia/naval/technol/resdespr/baltic.htm 
233 Aleksandr Klenov, "Objective: Two Destroyers,"(14 January 2002), Profil; in "Klebanov Opens up 
Severnaya Verf Contract to Build Destroyers for China to Bidding by Competing Shipyards," FBIS 
Document  CEP20020114000323. {Entered 1/22/2002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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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行而談妥預算。 

2001 年 12 月 25 日，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在國家杜馬中直接

對國防部長伊萬諾夫、審計長申捷帕辛、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等

人質問「為何北方造船廠沒有賠償在 1997 年該廠出售中國船艦後的支出與費用？」

根據別赫金的資料顯示，在 1997 年時國防部轉給北方造船廠的為中國造船的預算

300 億中有多半以上的數目都已突然不見了，但是新專業與概念公司則聲明說：在

國防部與北方造船廠之間的互動關係沒有問題，並且新專業與概念公司也聲明有關

賠償問題，北方造船廠也與國防部和俄羅斯武器出口公司協調好預備要在 2000 年初

時先賠償 6 億美元，並且北方造船廠也打算在契約義務完成後就給付該筆的賠償

金，同時該廠須在 2002 年 3 月底就要開始有給付賠償的動作，但是在與中國簽約前

夕就已經有波羅的海造船廠為了中國訂單的利益而開始著手推動反對北方造船廠得

標的訊息出現，後來在契約簽訂之後，副總理克列巴諾夫立刻說這一次訂單在執行

上顯示出是起因於國內的招標結果，但是北方造船廠則說他們正等待參與 2002 年 4

月俄國造船局的再次招標。
234 

2001 年 12 月 25 日，新概念與專業公司指控俄中簽訂契約，新專業與概念公司

於 2000 年時就已獲得造艦的契約，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要求議會

的稽核部門、財政部部長米福林、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等機構去指控控訴新

概念與專業公司，因為事實上國防部為了造艦的準備而將資金以三比七的比例與北

方造船廠分配，但是造艦總價是 610 億元，因此北方造船廠必須歸還國庫 300 億元，

但國防部的說法是依據 1997 年 7 月 24 日政府的命令，國防部必須決定船艦的價格，

然後由國庫支出造艦預算，而後由國防部與北方造船廠在造艦一事上商討協調，商

討結果以 18.62 億盧布造艦，在決定造艦價格後於 2000 年 8 月時就立即通知財政部

部長米福林，北方造船廠說他們擬定的資金分配不是針對造艦所需的設備，而是在

尚未造艦前的預估，其所根據的是造艦所需的全部種類以及政府的命令，這筆錢將

於造艦完成後清償，但是北方造船廠於 2001 年 3 月時受到攻擊，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俄中簽約且招標的結果宣布後立刻引起了許多尖銳的對立與運作，尤其是在國家

                                                 
234 “Китайские моряки поставили рекорд＂(9 января 2002),Коммерсант 
Ъ,http://www.npc-m.ru/press/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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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馬團結黨團提出對北方造船廠的財務問題後，國家杜馬團結黨團成員都顯得煩燥。 

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成立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後，北方造船廠

債務處理委員會負責處理北方造船廠 182 億盧布的債務問題，在 2002 年 1 月 3 日，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簽署了為中國建造兩艘驅逐艦共計 1.4 億元的訂單契約，雖然俄

國造船局一開始就決定將訂單給予北方造船廠，但是波羅的海造船廠與亞涅西斯控

制的波利麥托公司 (Polimetall，也是波羅的海造船廠的股東)運用他們的政治影響力

使得俄國造船局對訂單的決議再加考慮，
235而主管俄國造船局的是克列巴諾夫，因

此波廠及其股東遊說克列巴諾夫後運用其影響力透過克列巴諾夫進而使得俄造船局

再加以考慮。 

北廠原本贏得了訂單招標，但在 2002 年 1 月初到 1 月 19 日期間，俄國武器出

口公司宣布訂單招標將由各廠競爭決定結果，2002 年 1 月 19 日由國防部及軍事合

作對外委員會等代表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決議由波廠獲勝，波羅的海造船廠是戰勝

者，波羅的海造船廠說：「依據事實我們企業選擇了我們熱衷的目標，我們鎖定了

最有利益的條件，波羅的海造船廠的造船生產成本在招標中是遠低於其他的造船

廠。」從非官方資料中得知，波廠提供了較對手為多的利益條件，中國持續保持對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在訂單招標上決策的影響力。
236 

仗著當時主管國防工業的副總理伊裏奇‧克列巴諾夫的支援，波羅的海造船廠

指責北廠沒有向國家支付蘇聯時期遺留下來的兩艘艦船船體的使用費，北方造船廠

計劃以此爲基礎爲中國建造兩艘驅逐艦，不久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談妥了總額爲 1

億 8262 萬盧布的國債清償進度表，但是因爲財政部的干預，合約最終還是轉給了波

羅的海造船廠。
237 

從未要求造艦預算的補償，由於一堆媒體報導醜聞是起源於武器出口契約上無

前例的招標的想法，之前沒有人懷疑北方造船廠的得標，波羅的海造船廠、北方造

                                                 
235 Aleksandr Klenov, "Objective: Two Destroyers,"(14 January 2002), Profil; in "Klebanov Opens up 
Severnaya Verf Contract to Build Destroyers for China to Bidding by Competing Shipyards," FBIS 
Document  CEP20020114000323. {Entered 1/22/2002 EF}  
236 Constantine Sholmov,” Baltic plant took the Chinese ships”(22 January 2002) , business Petersburg, 
http://www.npc-m.ru/press/57 
237 「俄海軍節以醜聞告終 可能喪失亞太海軍軍火市場」(July 23 2003)，東方軍

事， http://mil.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462/20030725/class046200002/hwz12097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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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廠、卡寧格勒的楊塔造船廠都對招標堅持地表現出志在必得的決心，2002 年 1 月

15 日，波羅的海造船廠、北方造船廠、卡寧格勒的楊塔造船廠都向俄國造船局遞件

表示要參與招標，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從波羅的海造船廠那得到

為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的佣金與回扣，別赫金受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委託而用他的職

權直接向北方造船廠質問，而使得別赫金獲取了波羅的海造船廠給予的回扣，克列

巴諾夫在別赫金收取了回扣之後，身為發號施令的領導者副總理克列巴諾夫，波羅

的海造船廠給予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回扣，波羅的海造船廠給予

別赫金回扣的原因是波羅的海造船廠感謝別赫金為他們質問北方造船廠，波羅的海

造船廠憑著副總理克列巴諾夫所領導的招標委員會的幫忙而得標了。 

儘管國防部長伊萬諾夫在回答別赫金時是完全地反駁了別赫金的指控，但波羅

的海造船廠得標的真正原因不在於其所宣傳北方造船廠積欠國家預算之因而是由於

波廠的報價比北方造船廠少了八億美元的緣故，招標委員會通過波廠得標是起因於

許多令人困惑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俄國國會不完全支持招標委員會，尤其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俄中簽約前俄國國會就不完全支持將訂單給予北方造船廠，但早在 2001

年 2 月 5 日俄國造船局就接受將訂單給予北方造船廠的建議，並且還經過普欽總統

發布命令通過，但政府寧可祕而不宣。 

其次是為訂單與招標的 8 億美金去向不明，難道是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為了價格

也為了中國而將訂單給予了波廠了嗎?事實上是真的也千真萬確的，波廠將回扣給予

了一些為他們奮鬥和遊說的官員，一直到 2002 年 1 月底時，俄國國防部的代表與聯

邦調查局以及俄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都沒有對波廠得標的結果予以簽字同

意，當然俄國國防部的代表與聯邦調查局以及俄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都沒有

簽字是具有受到壓力而否定波廠得標的意涵。
238 

2001 年 12 月 25 日，當團結黨領袖別赫金已緊急質詢國防部及俄國武器出口

公司，別赫金反對海軍的運作問題並且對別赫金而言從軍企的金錢收入來源的預算

收據是可以查到一些的線索，別赫金他想要瞭解為何北廠尚未補償 1999 年到 2000

年為中國造艦的國家預算，克列巴諾夫已成功的為波廠運作，別赫金已經在他的政

                                                 
238 Виктор Литовкин,” Китайцев разыграли втемную”,(24-30 January of 2002), common newspaper, 
http://www.npc-m.ru/pres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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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關係中安排好對付葉里欽派的整合並且也與接近葉里欽派的人相互協調，到了

2001 年底時，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召集人別赫金在國家杜馬中質詢有關北方造

船廠積欠國庫費用一事，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召集人別赫金在國家杜馬中質詢

一事首先被 TVTs channel 報導出來，TVTs channel 被大眾認為與聖彼得堡幫 (St, 

Petersburg Bloc) 之間有所關係。 

波廠與 TVTs channel 合作聯手將別赫金在國家杜馬中質詢一事批露出來，伊斯

特集團(攻擊方)運用媒體對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發動最大的宣傳攻勢，波羅的海造船

廠的報價比俄國政府與中國簽的合約價少八億美元，這八億美元將如何處理頗有玄

機，這筆錢很可能直接作為好處費，支付給那些曾經為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並取得

勝利的官僚和政客，
239波羅的海造船廠不僅對克列巴諾夫做了大量工作，還唆使國

家杜馬代表控告北方造船廠拖欠 3 億美元稅款，
240

並借此重新進行招標，搶奪合約，

2412001 年 12 月 25 日，新專業與概念公司針對契約的簽署提出了反駁並且他們執意

要建造該船，庫責克被要求進入國家杜馬備詢，財政部長庫德林及國防部長與俄國

武器出口公司總裁與別赫金等人批評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為了使國防部將造船訂單轉

移給北廠而與國防部達成以 7 比 3 的造船費用分攤的協議，北廠欠國庫 3 億元，波

廠和楊塔廠不停催促招標委員會。
242 

2001 年 12 月 25 日，國家杜馬團結黨領袖別赫金直接質詢國防部長伊萬諾夫

(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Иванов; Sergey Borisovich Ivanov) 及國家審計部長史蒂帕申 

(Сергей Вадимович Степашин; Sergey Vadimovich Stepashin)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

經理別勒亞尼諾夫等人，別赫金質詢的內容是：「為何北方造船廠沒有償還 1997

年軍售中國的國家收入與預算」，因此從國防部轉移到北廠的費用分攤比為 70 比上

30，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承認北廠與國防部之間的問題是：補償的總額由北廠與國防

部門及國家資產委員會等單位一起協調，其次是北廠否認在與中國簽約前夕受到波

                                                 
239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240 「自釀苦酒 俄可能喪失亞太海軍軍火市場」(July 25 2003)，深圳熱線，

http://www.szonline.net/content/2003/200307/20030725/194874.html。 
241 “Приплыли＂(18.03.2002),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равды, 

http://www.lenpravda.ru/reading1.phtml?id=2276 
242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ь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Темкин,” Эсминец тонет в бумажном море”(16 января 2002), 
Ведомости, http://www.npc-m.ru/press/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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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開始運作的影響，243對於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的記錄將對中國訂單的給予有何

影響力方面的解釋，團結黨國家杜馬召集人別赫金說：「我們認為這中國的訂單契約

將給予可以更致力於國家利益的公司。」244 

    2001 年 12 月 25 日，當團結黨領袖別赫金已緊急質詢國防部及俄國武器出口公

司，別赫金反對海軍的運作問題並且對別赫金而言從軍企的金錢收入來源的預算收

據是可以查到一些的線索，別赫金他想要瞭解為何北廠尚未補償 1999 年到 2000 年

為中國造艦的國家預算，克列巴諾夫已成功的為波廠運作，別赫金已經在他的政商

關係中安排好對付葉里欽派的整合並且也與接近葉里欽派的人相互協調，在 2001

年年底時波塔寧已擁有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權，新專業與概念公司不

只為中國訂單鬥爭也為其他的訂單鬥爭，在 2000 年 12 月 1 日的 1953 號有關俄國軍

企對外軍售問題的總統令中說：俄國造船局被授權去決定武器交付與訂單的執行的

執行者與發展者，俄國海軍總司令庫羅耶多夫已經回答了團結黨領袖別赫金的調

查，
245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後，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就變成俄國武器出口

公司擔任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俄中簽約且招標的結果宣布後立

刻引起了許多尖銳的對立與運作，尤其是在國家杜馬團結黨團提出對北方造船廠的

財務問題後，國家杜馬團結黨團成員都顯得煩燥，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成立

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後，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負責處理北方造船廠

182 億盧布的債務問題，別赫金從波廠獲得承諾，別赫金扮演了對北方造船廠相當

不信任及抨擊的角色，克列巴諾夫在聖彼得堡的伊斯特集團公司的大樓中宣布將訂

單轉給波廠，2002 年 1 月中旬時，儘管俄國國防部在反駁別赫金對北廠的控訴，事

實上，接近招標委員會的聖彼得堡幫的人主張波廠的勝利不是因為推薦的聲音，而

是波廠對造船的利益條件提出較有利的條件所致。 

仗著當時主管國防工業的副總理伊裏奇·克列巴諾夫的支援，波羅的海工廠指責

對手沒有向國家支付蘇聯時期遺留下來的兩艘艦船船體的使用費，北方造船廠計劃

                                                 
243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244 Lyuba Pronina, “Audit Report Puts Shipyard Deal in Danger”(April 23, 2002), ITAR-TASS, 
http://www.sptimesrussia.com/archive/times/764/top/t_6309.htm 
245The business Chronicle "(Feb 2 7), “N3 on January, (5/28On February, 4: Military-industrial 
scandal”,” http://txt.newsru.com/bc/07feb2002/bc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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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爲基礎爲中國建造兩艘驅逐艦，不久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談妥了總額爲1億8262

萬盧布的國債清償進度表，但是因爲財政部長庫德林 (Alexei Kudrin) 的干預，2002

年1月19日波羅的海造船廠獲勝得標，合約最終還是轉給了波羅的海造船廠。246 

 

五、波廠在弊案中的政商關係 

波羅的海造船廠也看紅了眼，於是在合約正式簽署之前，波羅的海造船廠就四

處活動，意欲搶走這頓美餐，該廠的努力終於打動了一些人，其中就包括當時仍主

管國防工業的俄前副總理克列巴諾夫，爲了給該廠一個公平競爭機會，克列巴諾夫

倡議就新的造艦計劃進行公開招標，2002 年 1 月 4 日，也就是中俄雙方正式簽署造

艦合約的第二天，俄有關部門根據克列巴諾夫授意，宣佈就製造合約進行新的招標，

參加競標的有俄羅斯北方造船廠、波羅的海造船以及加裏寧格勒造船廠，俄政府跨

部門的招標委員會於 2002 年 1 月 19 日宣佈波羅的海造船廠獲勝。
247 

2002 年 1 月，在克列巴諾夫領導下，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代表以及俄國對外軍事

合作委員會參與了招標委員會，推薦由波羅的海造船廠為得標商，248克列巴諾夫領

導俄國五個軍工局，俄國五個軍工局都是對克列巴諾夫相當忠誠，波羅的海造船廠

的總經理蘇里亞可夫斯基與亞涅西斯擁有的伊斯特集團兩者運用其影響力與政商關

係來為他們的利益而改變了整個情勢。249 

 

六、波廠與普加契夫 

普加契夫畢業於列寧格勒國立大學。普加契夫和普欽的得力助手伊戈裏‧謝欽

建立了很好的合作關係，更重要的是，普加契夫與普欽總統的關係密切。 

                                                 
246 「俄海軍節以醜聞告終 可能喪失亞太海軍軍火市場」(July 25 2003)，東方軍事，

http://mil.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462/20030725/class046200002/hwz1209729.htm。 
247 「俄兩大造船廠起爭端 中國購艦計劃面臨擱淺」(Oct 15 2002)，新浪網，

http://news.sina.com.cn/c/2002-10-15/1411768286.html。 
248 ““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vs “Северная верфь””,scandal.ru, 
http://www.ckandal.info/main.html?category=27&sub=43&skandal=32 
249 “Китайские моряки поставили рекорд”(Jan 9 2002),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government.gov.ru/government/presscenter/pressroundup/archive/2002/01/09/imp
orted-article6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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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加契夫於 2002 年 1 月離開他在國際工業銀行總裁的職位，之後，普加契夫擔

任了土瓦共和國在聯邦會議的代表，普欽目前和俄羅斯國際工業銀行總裁謝爾蓋‧

普加契夫以及聖彼得堡工業建設銀行 (The St. Petersburg Industrial and Construction 

Bank, St. Petersburg＇s Promstroibank (PSB)) 總裁弗拉基米爾‧科甘(Vladimir Kogan) 

的關係很密切，雖然他們兩人目前在俄羅斯的知名度並不是很高，但他們對俄羅斯

經濟的影響力卻很大，關鍵的是他們可以較為自由地直接面見總統，普加契夫和普

欽的得力助手伊戈里‧謝欽建立了很好的合作關係。
250 

普加契夫在當選了俄國聯邦會議的代表後就辭掉了國際工業銀行總裁的職位，

雖然他辭去了該銀行董事長的職位後持股不超過百分之五，但他仍然在國際工業銀

行 中有 許多 的 利益， 他 在當選 了 聯 邦會 議 的 代表後 仍 控制 著國 際工 業 銀行 

(Mezhprombank) ，他享有的第一個利益就是他免除了犯罪調查，與他有關的醜聞包

括有紐約銀行洗錢醜聞案、Pavel Borodin/Mabetex 醜聞案，在普加契夫成為俄國聯邦

會議代表後他享有了特權，普加契夫利用俄國聯邦會議代表的位置來為俄國國際工

業銀行的利益遊說，有些人抱怨普加契夫是唯一不受普欽約束的寡頭，同時俄國聯

邦會議代表的位置也使得普加契夫享有特權而不受約束，普欽已經實現了限制寡頭

從政的政策，普欽與普加契夫之間的數次會面對雙方而言是溝通彼此政治理念上的

瞭解，普欽認為他與普加契夫之間的關係並不違反他限制寡頭從政的政策。 

普加契夫也是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的成員之一，從 2000 年到 2002 年間，

普加契夫在眾多的俄國工商業寡頭間已取得一致性的協調，普加契夫在俄國工業家

與企業家協會內部的地位與關係是非常接近於會長沃洛斯基，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

協會參與組建 Media-Sotsium，Media-Sotsium 的政治傾向是傾向於聖彼得堡幫，

Media-Sotsium 的領導階層有非政府工商業協會主席暨前總理普里馬寇夫 (Yevgenii 

Primakov) 、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會長沃洛斯基。 

 

七、俄國國防部與波廠 

2001 年 3 月 28 日，謝爾蓋‧伊萬諾夫被任命為俄國防部部長，並且國防部長伊

                                                 
250 「隱身巨頭暗中操縱」(May 30 2001)，新浪，http://china.sina.com.tw/book/2003-04-16/3/45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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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諾夫的人馬有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俄羅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

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普欽的角色是於決策後完全授權給伊萬諾夫，而交付

伊萬諾夫執行，俄國對外軍售委員會與總統辦公廳及政府還有克列巴諾夫彼此間有

聯繫去提供國家支源軍企武器的出口。 

 

八、招標委員會與波羅的海造船廠 

 

克里姆林宮在 2001 年底前就已宣布有關軍售中國訂單的醜聞的計劃，根據最早

的計劃，俄克里姆林宮掌握了中國造艦案訂單的最早決議是由俄國造船局與北方造

船廠之間所共同做出的決定，因此在 2001 年春，克宮根據計劃決定由北廠得標，接

近國防部的訊息確認俄國造船局已寄出信，跨部門委員會在 2002 年 1 月初已收到波

廠要參與招標的回函，波羅的海造船廠的支持者是現任總統普欽的親信政黨「團結

黨」在國會中的領導人別赫金，以及俄羅斯政府負責國防工業的副總理克列巴諾夫，

2512001 年 2 月中國就購買兩艘 956EM 型驅逐艦問題與俄羅斯進行交涉的時候，俄有

關部門就指定北方造船廠爲當時仍在擬議中的這筆交易的合約執行人，14 億美元實

在太誘人，並非現代級驅逐艦主力生産廠家的波羅的海造船廠也眼紅，於是在合約

正式簽署之前，波羅的海造船廠就四處活動，意欲搶走這頓美餐，該廠的努力終於

打動了一些人，其中就包括當時仍主管國防工業的俄前副總理克列巴諾夫，克列巴

諾夫倡議就新的造艦計劃進行公開招標，2002 年 1 月 4 日，也就是中俄雙方正式簽

署造艦合約的第二天，俄有關部門根據克列巴諾夫授意，宣佈就製造合約進行新的

招標。 

 

跨部門招標委員會與波羅的海造船廠間的利益交換 

有關北方造船廠訂單的決策僅僅是由卡西亞諾夫總理所決定的，但是後來 2002

年 1 月時由於跨部門招標委員會 (tender committee) 的招標而使北方造船廠失去得

標，2002 年 1 月招標改變而由波廠得標是預先被克列巴諾夫所決定，但是國防部與

                                                 
251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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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調查局則是反對將訂單契約轉移給波羅的海造船廠執行。252 

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俄羅斯武器出口公司與中國國防部簽署了驅逐艦造艦協議

後，2002 年 1 月 19 日，俄羅斯武器公司總經理、俄國造船局局長、俄國海軍總司

令等人組成的招標委員會，在招標委員會中決議由波羅的海造船廠獲勝。
253

 

2002 年 1 月 19 日，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俄國聯邦造船局

局長波斯佩羅夫、俄羅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俄國海軍

總司令庫羅耶多夫 (V. Kuroyedov) 等人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做成了一些決議與決

策，為了中國訂單的招標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中國於 2002 年 1 月 3 日簽定契約後

舉行招標會議，在招標會議中，北方造船廠的專案與克寧格勒造船廠的專案是被建

議可以好好考慮的得標案，跨部門招標委員會重視的事實是波羅的海造船控股公司

在得標後可能會有所改變，因此造艦的主要考量是波廠的動作，波廠以擁有多年的

造艦經驗而自豪。 

 

招標委員會與波羅的海造船廠間的利益交換 

在 2002 年 1 月 19 日，俄國造船局局長波斯佩洛夫領導一個政府委員會選擇了

波羅的海造船廠來為中國造船，
254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簽下了為中

國建造兩艘 956EM 軍艦共價值 1.4 億的契約，雖然俄國造船局一開始就已決定將訂

單給予北方造船廠，255波羅的海造船廠及其股東 Polimetall 運用他們足夠的政治影響

力迫使俄國造船局重新考慮軍售訂單的決策，
256

波羅的海造船廠的母公司--由前總理

阿‧博利沙科夫領導的伊斯特集團有意破壞合約，以導致競爭對手北廠破產，2002

年 1 月 19 日，俄國政府為中國造船而舉行的招標委員會決定將訂單委託由波羅的海

                                                 
252 “They swam up”(18.03.2002), Lists, http://www.lenpravda.ru/reading1.phtml?id=2276 
253 “Baltic Factory To Build Two Destroyers For China”(Jan 
21,2002),Pravda,http://english.pravda.ru/economics/2002/01/21/25873.html 
254 Interfax, 19 January 2002; in "Russia to Build Two Destroyers for China," FBIS Document 
CEP20020119000034. 
255 “BALTIC SHIPYARD TO BUILD TWO DESTROYERS FOR CHINA “(Jan 19,2002) , NTI by the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http://www.nti.org/db/nisprofs/russia/naval/technol/resdespr/baltic.htm 
256 Aleksandr Klenov, "Objective: Two Destroyers,"(14 January 2002), Profil; in "Klebanov Opens up 
Severnaya Verf Contract to Build Destroyers for China to Bidding by Competing Shipyards," FBIS 
Document  CEP20020114000323. {Entered 1/22/2002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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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廠建造，招標委員會是根據俄羅斯武器出口公司的推薦與建議而決議由波羅的

海造船廠為中國造船，波廠的蘇里亞可夫斯基說：「這個招標委員會聚集了我們的

利益條件」，波廠的蘇里亞可夫斯基說：波羅的海造船廠必須參與這一次的招標，

且他們與其他兩家造船廠的勝機其實都是一樣的。
257

 

 

對跨部門招標委員會的分析 

2002 年 1 月 19 日，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俄國聯邦造船

局波斯佩羅夫、俄羅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俄國海軍總

司令庫羅耶多夫等人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做成了一些決議與決策，為了中國訂單的

招標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中國於 2002 年 1 月 3 日簽訂契約後舉行招標會議，在招

標會議中，北方造船廠的專案與克寧格勒造船廠的專案被建議過可以好好地考慮的

得標案 (事件發展時間表請見表 2-15) 。跨部門招標委員會的決策是取決於推薦人

的看法，國防部長伊萬諾夫的人馬有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俄羅

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因此波羅的海造船廠與國防部及

軍售決策部門的政商關係相當良好。 

 

克列巴諾夫的友人 

 

科甘與政府副總理兼財政部長庫德林、政府負責國防工業事務的副總理克列巴

諾夫關係都維持得很好，
258聖彼得堡工業建設銀行總裁弗拉基米爾‧科甘將目光轉

向俄羅斯利潤最爲豐厚的一塊肥肉———軍工企業，新加入聖彼得堡幫的科甘與同

樣是聖彼得堡幫人的庫德林、葛列夫 (German Oskarovich Gref; Герман Оскарович 

Греф) 、楚拜斯等人極為友好。
259

 

國防部長伊萬諾夫的人馬有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俄羅斯與

                                                 
257 “Китайские моряки поставили рекорд”(9 января 2002),Коммерсант 
Ъ,http://www.npc-m.ru/press/94 
258 「普京身邊隱藏著影響俄的三大巨頭」(May 28 2001)，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28/n93062p.htm。 
259 Susan J. Cavan,＂ RUSSIAN FEDERATION EXECUTIVE BRANCH The rise and fall of Kremlin 

favorites＂(12 Oct, 2000),OBSHCHAYA GAZETA,http://www.bu.edu/iscip/digest/vol5/ed0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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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前工業與科技部長德米特里耶夫於被

指派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其任務是在軍工複合體的管理，260普欽以前在 KGB 的同事

別勒亞尼諾夫現任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普欽以前在 KGB 的另一位同事切姆佐

夫 (Sergei Chemezov) 則任職於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別勒亞尼諾夫和切姆佐夫對總統

有極大的影響力，因此以前 KGB 為首的安全部門與強力部門是控制軍售決策部門的

主要勢力，同時安全部門與強力部門也是控制聖彼得堡幫的主要勢力，並且普欽身

為聖彼得堡幫的一份子又身兼首領，是故波廠憑藉其與聖彼得堡幫及安全強力部門

的良好關係而稱霸於軍售領域中，而波羅的海造船廠與軍售出口決策部門的關係又

是極為友好與良善，因此波羅的海造船廠與安全部門及強力部門的關係也是非比尋

常。 

 

克列巴諾夫集團 

俄國控制系統部門的指導者也被視為是以克列巴諾夫副總理、俄國控制系統局

局長賽門諾夫 (Vladimir Simonov) 及其所領導的俄國控制系統局、伊斯特集團總裁

亞涅西斯、波羅的海造船廠董事長蘇爾亞可夫斯基等人所組成的派系的核心，這個

派系是從 1992 年由伯利沙科夫開始組成的，所以波羅的海造船廠屬於克列巴諾夫集

團 (Klebanov Group) ，同時國防部長伊萬諾夫的人馬有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

勒亞尼諾夫、俄羅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2002 年 1 月 3

日波廠找克列巴諾夫幫忙後克列巴諾夫召開招標委員會，所以跨部門招標委員會等

於是國防部長伊萬諾夫的人馬加上克列巴諾夫的人馬，並且柯爾扎可夫 (Aleksandr 

Vasilevich Korzhakov;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ржаков) 、巴爾蘇科夫、索斯科維茨 

(Oleg Nikolayevich Soskovets; Олег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осковец) 、克列巴諾夫集團，其基礎

是一些軍工綜合體企業和貴重金屬及戰略金屬部門，其權力支柱是國有資産管理委

員會和與國際金融組織的關係，到了普欽時期，軍企利益集團代表仍占據高位，俄

羅斯副總理、中俄總理定期會晤委員會 (Joint Commission for the Regular Meetings 

between Chinese Premier and Russian Prime Minister) 俄方主席的克列巴諾夫原是聖彼

                                                 
260 “New Deputy Defence Minister 
appointed”(14.11.2000),http://www.nupi.no/cgi-win/Russland/krono.exe?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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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堡光學聯合企業 (Leningrad Optical Mechanical Association [LOMO] OAO) 總經

理，後來掌管俄軍工綜合體和武器出口，是俄軍工利益集團的重要代表 (表 2-14) 。 

在克列巴諾夫未自行舉行招標委員會的招標之前，表面上看俄國國會好像不完

全支持招標委員會，尤其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俄中簽約前俄國國會就不完全支持將訂

單給予北方造船廠，在中國與俄羅斯之間訂單談判，談判的結果是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中俄兩國簽約並由俄國武器公司在 2002 年 1 月 3 日決議由北廠得標，
261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中國政府達成軍售的協議，俄國造船局的調和決策被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接受，但是 2002 年 1 月 3 日前，從別赫金為波廠利益在國家杜馬

中質問北廠債務案來看，俄國家杜馬其實是支持波廠。 

 

九、俄國武器出口部門與聖彼得堡幫 

 

波羅的海造船廠及其股東 Polimetall 運用他們足夠的政治影響力迫使俄國造船

局重新考慮軍售訂單的決策，
262

在 2002 年 1 月 4 日到 1 月 19 日的競標過程中，俄國

武器出口公司沒有從北方造船廠手上獲得中間費用，之後，俄國武器出口公司便轉

而向波羅的海造船廠收取中間佣金，而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得標更說明了俄國武器出

口公司已經從波羅的海造船廠手上獲取了中間佣金了，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之

下設置了俄羅斯軍事技術對外合作跨部門諮詢會議，俄國軍企瞭解俄國對外軍售委

員會的地位及角色就是政府的執行機構，俄國對外軍售委員會與總統辦公廳及政府

還有克列巴諾夫彼此間有聯繫去提供國家支源軍企武器的出口，普欽要建立自己的

班底派系，他的派系中的新人有米勒 (Alexei Miller) 、俄羅斯武器出口公司的切姆

佐夫與前 KGB 官員別勒亞尼諾夫，
263

因此普欽的派系人馬也就是國防部長伊萬諾夫

的人馬 (表 2-14 或表 3-2) 。 

                                                 
261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262 Aleksandr Klenov, "Objective: Two Destroyers,"(14 January 2002), Profil; in "Klebanov Opens up 
Severnaya Verf Contract to Build Destroyers for China to Bidding by Competing Shipyards," FBIS 
Document  CEP20020114000323. {Entered 1/22/2002 EF} 
263 Simon Sebag Montefiore,” March 14, 2004, 
http://www.supportmbk.com/support/comments_journalist.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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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年 8 月，普欽出任政府總理，1999 年 11 月，在普欽的推薦下，伊萬諾夫

升任聯邦安全會議秘書，直到 2001 年 3 月 28 日改任國防部長，2001 年 3 月，普欽

任命伊萬諾夫擔任俄羅斯國防部部長，並兼任「國家投資公司」總經理，而俄國防

部則是負責俄羅斯對外的軍品貿易工作，就其位置與其人脈關係來看，謝爾蓋‧伊

萬諾夫在軍火交易中具有相當的影響力，也因此國防部對於對外輸出軍備的立場有

了轉變，
2642000 年 8 月，德米特里耶夫被對外情報局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s) 派

往工業、科學和技術部 (Ministry for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負責與國外

接洽軍事技術合作，2000 年 11 月再被任命為俄羅斯國防部副部長，並開始負責主

管武器貿易的業務，265就德米特里耶夫的出身來看，雖然與普欽有密切的關係，但

是他反而是伊萬諾夫（國防部長）的人馬，切姆佐夫在葉利欽執政末期曾任俄羅斯

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 (Promexport, Промэкспорт) 的總裁，在普欽

開始當政的時候，切姆佐夫被任命為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首席總裁，切姆佐夫在

2000 年 11 月時奉普欽命令將他所領導的俄羅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

司 (Promexport) 與俄羅斯工業品出口公司  (Rosvooruzheniye, Росвооружение) 

合併，合併後的俄羅斯國防產品出口公司 (Rosoboronexport) 董事長由別勒亞尼諾夫

擔 任 ， 切 姆 佐 夫 被 任 命 為 俄 羅 斯 國 防 產 品 出 口 公 司  ( 即 俄 國 武 器 出 口 公

司;Rosoboronexport) 的首席總裁。 

 

俄羅斯造船局的成員 

局長：波斯佩羅夫 (V. Pospelov; Владимир Поспелов,1999 年 6 月 15 日上任) 

第一副局長：科羅列夫 (Valeriy Korolev) 

第二副局長：多羅托夫 (Aleksey Dolotov) 

俄國國防工業被五個勢力所支撐著，這五個勢力是航空工業局、控制系統局、

傳統武器局、造船局、軍火彈藥局，這五個局的主管分別是：航空工業局局長科普

鐵夫 (Yury Koptev) 、控制系統局局長賽門諾夫、傳統武器局局長波茲塔契夫 

                                                 
264李祥裕。《俄羅斯對亞太地區軍售政策(1992~2002)》。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

文，民 93 年。 
265

穆欣（Мухин）高增訓 譯 ，普京與幕僚 (北京：新華出版社，2003年10月), 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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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ksandr Pozdrachev) 、造船局局長波斯佩羅夫、軍火彈藥局局長帕克 (Zinovy 

Pak) ，國家的代表是副總理克列巴諾夫，克列巴諾夫控制了軍工複合體的軍企，實

際上這五個局擁有官方權力去管理工廠與設計局，但是這五個局缺少了錢和指派軍

企國防生產上的權力。 

普欽總統於 2000 年 11 月 18 日組建與任命了一個軍售委員會，該軍售委員會主

席由普欽總統自己擔任，卡西亞諾夫總理任該軍售委員會副主席，該委員會的成員

有總統辦公廳主任沃洛申、國防部長謝爾給也夫、國防部副部長德米特裏耶夫、外

長伊格爾‧伊萬諾夫 (Igor Ivanov) 、俄聯邦安全會議秘書謝爾蓋‧伊萬諾夫、副總

理克列巴諾夫、對外情報局局長列別捷夫 (Sergei Lebedev) 、聯邦安全局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RF) 局長 普特魯舍 夫 (Nikolai Platonovich Patrushev;Никола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Патрушев) 、總統辦公廳副主任普里科霍科 (Sergei Prikhodko) 與維

克托‧伊萬諾夫  (Viktor Petrovich Ivanov) ，
266前工業與科技部長底米特里耶夫被指

派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其任務是在軍工複合體的管理，2672000 年 11 月 4 日普欽總統

發佈命令，將俄羅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和俄羅斯工業品出口公司

合併重新組建俄羅斯國防產品出口公司，並任命原俄羅斯工業品出口公司副總經理

安德列‧別勒亞尼諾夫為新公司的總經理，普欽的命令還規定，國防部將接管以前

由工業、科學和技術部承擔的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的職能，由此可見普欽對於俄羅

斯國防產品出口公司(即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有人事任命權，別勒亞尼諾夫同時也是

普欽及伊萬諾夫的人馬，也是強力部門出身的人員，因此普欽是有意將其人馬安插

在軍售出口決策部門 (表 2-14) 。 

 

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 (Committee o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of R.F.; Комитета РФ п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КВТС)) 

 

                                                 
266 “Putin restructures Russian arms trade, forms new commision headed by himself＂(Nov 4，2000),center of 

Russia study,http://www.nupi.no/cgi-win/Russland/krono.exe?4981 
267 “New Deputy Defence Minister 
appointed”,14.11.2000,NUPI,http://www.nupi.no/cgi-win/Russland/krono.exe?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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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羅斯軍事技術對外合作委員會 (Committee o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of R.F.; Комитета РФ п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КВТС)) 受到俄國國防部的監督，268該委員會的主委

由國防部副部長兼任之，俄羅斯軍事技術對外合作委員會也受總統的指派與監督，

政府部門則是與俄羅斯軍事技術對外合作委員會相互協調，國防部與俄羅斯軍事技

術對外合作委員會彼此就涉入的議題相互地協調，俄羅斯軍事技術對外合作委員會

也管理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軍工企業之間的運作，俄羅斯軍事技術對外合作委員會

有權力在其管轄範圍內管理軍工企業，俄羅斯軍事技術對外合作委員會具有與總統

委員會同等的地位，軍工企業的管理於 2000 年 11 月從工業與科學技術部轉移出而

歸屬到國防部的業務，在俄國只有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在武器進出口方面具有中間商

的資格與地位。
269

 

2000 年 8 月 30 日，依據俄國總統令第 1599 號命令組建俄國軍事技術合作總統

委員會，同時普欽任命卡西亞諾夫擔任俄國軍事技術合作總統委員會的主席，任命

副總理克列巴諾夫擔任俄國軍事技術合作總統委員會的副主席，俄總統辦公廳副主

任兼總統外交助理普裏霍季科也擔任俄國軍事技術合作總統委員會的副主席，而國

防部長則代表國防部擔任俄國軍事技術合作總統委員會的成員，從 2000 年到 2003

年的俄羅斯國防部副部長兼俄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是米哈伊爾‧德米特裡

耶夫，俄羅斯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第一副主席是總理卡西亞諾夫。 

2000 年 11 月 18 日，普欽總統批准組成了俄國軍事技術合作問題委員會，今後，

俄國總統將可親自監督俄國對外軍售。 

俄國軍事技術合作問題委員會的成員： 

主席：普欽 

副主席：卡西亞諾夫 

委員：沃洛申、外交部長伊萬諾夫、國防部長謝爾蓋‧伊萬諾夫、副總理克列巴諾

                                                 
268 “ROSOBORONEKSPORT [KVTS]”(19 Nov 2003), the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http://www.fas.org/irp/world/russia/fbis/PresidentofRF.html#MILITARY-TECHNICALCOOPER
ATIONCOMMISSIONON 
269Maxim Pyadushkin,”Legal Framework for the Russian Arms Exports”,#2 (6),  2006,Centre 
for Analysis of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 http://mdb.cast.ru/mdb/3-2001/ec/lf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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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聯邦調查局局長列別傑夫、聯邦安全局局長帕特魯舍夫、國防部副部長德米特

里耶夫、總統辦公聽副主任謝爾蓋·帕裡克霍科。270 

 

表 2-14 聖彼得堡幫派系與波廠的政商關係表 

 

代言人及首領 雅可夫列夫 (Aleksandr Yakovlev;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索布恰克 (Anatoly 

Sobchak; Анатолий Собчак)、普欽、維

克托‧伊萬諾夫 (Viktor Petrovich 

Ivanov) ，以及總統府秘書長謝欽 (Igor 

Ivanovich Sechin)、謝爾蓋‧伊萬諾夫 

(Sergey Borisovich Ivanov; 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ИВАНОВ)。 

別名及他名 強力人、契卡人(Cheka)或聖彼得堡人 
安全顧問派(National Security bloc,強力部

門派) 

派系成形的基礎 普欽從前在克格勃的同僚，或是他的聖

彼得堡老鄉組成。 
聖彼得堡安全機關人員；聖彼得堡的密

友；聖彼得堡的自由派；其他聖彼得堡

人，他們在莫斯科形成了一個獨特的同

鄉關係，也可以說是普欽總統自己的人。 

其所屬的次級團體 聖彼得堡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法學家。 
早先在聖彼得堡情報機構工作過的人，

這些人爲安全會議和政府一級強力機構

的骨幹。 

出身於阿爾法 (Alfa; Альфа) 銀行的

人：伊戈爾‧謝欽、弗拉季斯拉夫‧蘇

爾科夫 (Vladislav Surkov)。 

伊萬諾夫 (Sergey Borisovich Ivanov; 

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ИВАНОВ)的人

馬：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

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 

克列巴諾夫集團 (Klebanov Bloc)：庫德

                                                 
270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RF COMMITTEE ON  
(Комитета РФ п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КВТС))”, 
Directory of Russian Federation Defense Related Agencies and Personnel, 
http://www.fas.org/irp/world/russia/fbis/PresidentofRF.html#MILITARY-TECHNICALCOOPERATION,C
OMMISSIO 



 130

林 (Alexei Kudrin) 、葛列夫 (German 
Oskarovich Gref; Герман Оскарович 
Греф) 、克列巴諾夫 (Ilya Klebanova;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俄國控制系統局 
(Control Systems Agency(RASU)) 局長席

莫諾夫 (Vladimir Simonov) 及其所領導

的俄國控制系統局、伊斯特 (IST; ИСТ) 
集團總裁亞涅西斯 (Alexander Nesis;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ессиса) 、波羅的海造船

廠 (Baltiisky Zavod shipyard;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董事長蘇爾亞可夫斯基 (Oleg 

shulyakovskiy)。 

反奧加略夫 (Alexei Ogaryov) 聯盟：副

總理克列巴諾夫，以及工業與科技部副

部長雷波塔 (Grigory Rapota)。 

普欽自己的班底派系：米勒 (Alexei 
Miller)、俄羅斯武器出口公司 
(Rosoboronexport;Рособоронэкспортом) 

的切姆佐夫 (Sergei Victorovich 

Chemezov) 與前 KGB 官員別勒亞尼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 

軍企內部及軍售管理階層成員 俄羅斯國防部部長兼任「國家投資公司 
(Gazprombank) 」總經理伊萬諾夫 
(Sergey Borisovich Ivanov; 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ИВАНОВ)、俄國武器出口

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副總理

克列巴諾夫 (Ilya Klebanova;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國防部副部長兼俄羅斯與

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 (Committee 
o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of R.F.; Комитета РФ п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КВТС)) 
主席德米特裏耶夫 (M. Dmitriev; 
Михаила Дмитриев)、俄國聯邦造船局 

(Russian Shipbuilding Agency;Россий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удостроению) 局長波

斯佩羅夫 (V. Pospelov)、俄國海軍總司

令庫羅耶多夫 (V. Kuroyedov)、航空工業

局局長科普鐵夫 (Yury Koptev) 、控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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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局局長賽門諾夫 (Vladimir 

Simonov) 、傳統武器局局長波茲塔契夫 

(Aleksandr Pozdrachev) 、造船局局長波斯

佩羅夫(Vladimir Pospelov) 、軍火彈藥局

局長帕克 (Zinovy Pak)、俄羅斯國防出口

公司第一副總經理謝爾蓋‧切梅佐夫 
(Sergei Victorovich Chemezov)、工業與科

技部副部長雷波塔 (Grigory Rapota) 
出身西羅維琪及 KGB 總統辦公廳副主任伊萬諾夫 (Viktor 

Petrovich Ivanov)。 

別勒亞尼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切姆佐夫 (Sergei 

Victorovich Chemezov) 
強力部門成員 內務部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聯

邦安全局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RF)、國防部 (Ministry of Defence., 
RF;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РФ)、緊急狀

況事務部 (Ministry of Russian Federation 

for Civil Defense, Emergencies and 

Elimination of Consequences of Natural 

Disasters)、對外情報局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s) 

聯邦調查局局長列別傑夫 (Sergey 
Lebedev) 、聯邦安全局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RF) 局長帕特魯舍夫 (Nikolai 

Platonovich Patrushev; Никола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Патрушев)、內務部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部長鮑里

斯‧維亞切斯拉沃維奇‧格雷茲洛夫 

(Boris Gryzlov)。 

跨部門招標委員會成員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雅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 俄 國 聯 邦 造 船 局

(Russian Shipbuilding Agency;Россий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удостроению) 波斯佩

羅 夫  (V. Pospelov; Владимир 

Поспелов)、國防部副部長兼俄羅斯與

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

耶 夫  (M. Dmitriev; Михаила 
Дмитриев)、俄國海軍總司令庫羅耶多夫 

(Vladimir Kuroyedov; Владимира 
Куроед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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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萬諾夫 (Sergey Borisovich Ivanov; 

ИВАНОВ 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的人馬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國防部副部長兼俄羅斯與

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 (Committee 
o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of R.F.; Комитета РФ п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КВТС)) 
主席德米特裏耶夫 (M. Dmitriev; 
Михаила Дмитриев) 

克列巴諾夫的勢力 

 

國防系統聯合控股公司 (Defense 

Systems Joint Stock Company (Defense 

Systems JSC))( 在 2000 年 2 月 11 日，俄

羅斯與白俄羅斯兩國簽署了在金融工業

集團的基礎上建立國防系統聯合控股公

司 (Defense Systems Joint Stock 

Company (Defense Systems JSC)) 的協

議)。 

政壇成員 前第一副總理阿萊克塞‧阿萊克塞耶維

奇‧鮑爾薩科夫 (Alexei Bolshakov; 

Алексея Большакова)。 

俄國聯邦會議代表暨國際工業銀行 
(Mezhprombank; Межотрасле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банк) 銀行總裁普加

契夫 (Sergey Pugachev)，普加契夫原屬沃

洛申派，但後來轉投聖彼得堡幫。 

總統辦公廳副主任伊萬諾夫 (Viktor 

Petrovich Ivanov)、總統戰略穩定助理 
(Presidential adviser on strategic issues)謝爾

給也夫 (Igor Dmitriyevich Sergeyev; 
Игорь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ергеев) 元帥、俄安

全會議 (Russian Security Council,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秘書 (Secretary) 魯沙伊

諾 (Vladimir Rushailo) 、國防部副部長庫

杰琳娜 (Lyubov Kondrat'evna Kudelina; 

Любовь Кондратьевна куделина) 、聯

邦審計署 (Russia Federal audit agency)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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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斯捷帕申 (Sergey Vadimovich 

Stepashin; Сергей Вадимович 
Степашин) 。 

國會國家杜馬 (Gosudarstvennaya 
Duma;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團結黨 

(Unity) 領導人別赫金 (Vladimir Pekhtin; 

Владимир Пехтин)。 

俄羅斯政府負責國防工業的副總理克列

巴諾夫 (Ilya Klebanova;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 

副總理兼財政部長庫德林(Alexei 
Kudrin)。 

總統府秘書長謝欽 (Igor Ivanovich 

Sechin) 

總統辦公廳副主任德米特裏‧梅德韋傑

夫 (Dmitry Anatolyevich Medvedev; 
Дмитр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弗拉

季斯拉夫‧蘇爾科夫 (Vladislav Surkov)。 

聯邦會議主席米蘭諾夫 (Sergei 
Mironov)。 

土瓦 (Tuva) 共和國在聯邦會議代表是

納魯索沃 (Lyudmila Narusova)。 

副總理克列巴諾夫 (Ilya Klebanova;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Rosoboronexport, 
Рособоронэкспортом)總經理別勒亞尼

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 

1. 俄羅斯國防部部長兼任「國家投資公

司 (Gazprombank) 」總經理伊萬諾夫 
(Sergey Borisovich Ivanov; 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ИВАНОВ)。 

國防部副部長兼俄羅斯與外國軍事技術

合作委員會 (Committee o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of R.F.; Комитета РФ п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КВТС)) 
主席德米特裏耶夫 (M. Dmitriev; 
Михаила Дмитриев)。 

俄國聯邦造船局 (Russian Ship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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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y;Россий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удостроению) 局長波斯佩羅夫 (V. 

Pospelov)、航空工業局局長科普鐵夫 

(Yury Koptev) 、控制系統局局長賽門諾

夫 (Vladimir Simonov) 、傳統武器局局長

波茲塔契夫 (Aleksandr Pozdrachev) 、造

船局局長波斯佩羅夫(Vladimir 

Pospelov) 、軍火彈藥局局長帕克 

(Zinovy Pak)。 

俄國海軍總司令庫羅耶多夫 (V. 

Kuroyedov)。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第一副總經理謝爾

蓋‧切梅佐夫 (Sergei Victorovich 
Chemezov)。 

工業與科技部副部長雷波塔 (Grigory 
Rapota)。 

總統辦公聽副主任謝爾蓋‧帕裡克霍科 
(Sergei Prikhodko)。 

團結黨 (United Russia) 國家杜馬黨團領

導人是鮑里斯‧維亞切斯拉沃維奇‧格

雷茲洛夫 (Boris Gryzlov)。 

總統駐國家杜馬 (Gosudarstvennaya 
Duma;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議會

下院）全權代表科堅科夫。 

團結俄羅斯黨 (United Russia) 的主席團

成員別斯帕洛夫 (Alexander Bespalov)。 

媒體成員 TVTs channel、莫斯科電視台、ORT, 
RTR and NTV 

2002 年俄國聯邦會議代表 聯邦會議主席米蘭諾夫 (Sergei 
Mironov)、土瓦 (Tuva) 共和國在聯邦會

議代表是納魯索沃(Lyudmila 
Narusova)、俄國聯邦會議代表暨國際工

業銀行 (Mezhprombank; 

Межотрасле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банк) 銀行總裁普加契夫 (Sergey 

Pugachev)。 
國家杜馬 俄國團結黨 (Unity) 國家杜馬 

(Gosudarstvennaya Duma;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黨團召集人別

赫金 (Vladimir Pekhtin; Владимир 
Пехти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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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聯盟 (Unity) 306 席席次。 

團結黨 (United Russia) 國家杜馬黨團領

導人是鮑里斯‧維亞切斯拉沃維奇‧格

雷茲洛夫 (Boris Gryzlov)。 

蘇爾科夫完全掌控了支持波廠的團結

黨。 

蘇爾科夫控制了別赫金 (Vladimir 

pekhtin; Владимир Пехтин) 及團結黨。 

在金融寡頭界的成員及其政商關係 聖彼得堡工業建設銀行 (The St. 

Petersburg Industrial and Construction Bank) 

的大股東弗拉基米爾‧科甘 (Vladimir 

Kogan)。 

俄國聯邦會議代表暨國際工業銀行 
(Mezhprombank

; Межотрасле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банк) 銀行總裁普加

契夫 (Sergey Pugachev)。 

非政府工商業協會主席暨前總理普里馬

科夫 (Yevgenii Primakov) 、俄國工業家

與企業家協會會長沃洛斯基 (Arkadiy 

Ivanovich Vol＇skiy; Арк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ольский) 。 

米勒 (Alexei Miller)。 

支持的政治勢力與派系 團結聯盟 (Unity) 
交往狀況 普加契夫與普欽 (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的得力助手伊戈裏‧謝欽 (Igor Ivanovich 

Sechin) 建立了很好的合作關係。 

普加契夫和普欽總統關係密切。 
1. 科甘 (Vladimir Kogan) 與政府副總

理兼財政部長庫德林(Alexei 
Kudrin) 、政府負責國防工業事務的

副總理克列巴諾夫關係都很好。 
普欽目前與俄羅斯國際工業銀行總裁謝

爾蓋‧普加契夫以及聖彼得堡工業建設

銀行 (The St. Petersburg Industrial and 

Construction Bank, St. Petersburg＇s 

Promstroibank (PSB)) 總裁弗拉基米爾‧

科甘(Vladimir Kogan) 關係很密切。 
伯利沙可夫與伊斯特集團 (IST; ИСТ) 
有相當密切的關係。 
科甘 (Vladimir Kogan) 與政府副總理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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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長庫德林 (Alexei Kudrin) 、政府

負責國防工業事務的副總理克列巴諾夫

關係都很好。 
沃洛申(Alexander Voloshin; Александру 
Стальевич Волошину) 、前總統葉利欽

的新聞秘書尤馬舍夫 (Valentin 

Yumashev) 、俄巴斯基爾共和國總統拉

希莫夫、俄東正教大牧首阿列克謝二世

等人都是普加契夫的朋友。 
普欽過去當聖彼得堡副市長時關係密

切的同事和下屬 
德米特裏‧梅德韋傑夫 (Dmitry 
Anatolyevich Medvedev; Дмитр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 和伊戈爾‧謝

欽。 
 

普加契夫的勢力 普欽總統、伊戈裏‧謝欽 (Igor Ivanovich 

Sechin)、沃洛申(Alexander Voloshin; 

Александру Стальевич Волошину) 、前

總統葉利欽的新聞秘書尤馬舍夫 
(Valentin Yumashev) 、俄巴斯基爾共和國

總統拉希莫夫、俄東正教大牧首阿列克

謝二世等人都是普加契夫的朋友、工業

家與企業家協會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f Russia, 
RPPS)、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會長沃洛斯

基。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第六節  北方造船廠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競標訂單之過程 (方案談判

始末) 

 

 

 

北方造船廠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競標訂單之過程 (方案談判始末) 

2001 年 2 月中國就購買兩艘 956EM 型驅逐艦問題與俄羅斯進行交涉的時候，俄



 137

政府造船局就已指定北方造船廠爲當時仍在擬議中的這筆交易的合約執行人(在

2001 年 2 月時的國防部長為謝爾給也夫)，14 億美元的價格實在太誘人，並非現代

級驅逐艦主力生産廠家的波羅的海造船廠也眼紅，於是在合約正式簽署之前(2002

年 1 月 3 日之前)，波羅的海造船廠就四處活動，意欲搶走這個招標，該廠的努力終

於打動了一些人，其中就包括當時仍主管國防工業的俄前副總理克列巴諾夫，爲了

給該廠一個公平競爭機會，克列巴諾夫倡議就新的造艦計劃進行公開招標，俄國武

器出口公司企圖獲得更多的中間費用，但是北方造船廠老闆庫責克不同意，所以，

這家壟斷俄羅斯武器出口的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最後站到了波羅的海造船廠這一邊，

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克列巴諾夫，波羅的海造船廠支付八億美元給俄國武器出口公

司、克列巴諾夫和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委員會。
271 

在涉及現代級驅逐艦事件中，波羅的海造船廠不僅關說遊說了克列巴諾夫，還

唆使國家杜馬代表別赫金控告北方造船廠拖欠稅款，並藉此重新進行招標，搶奪合

約，272最初將訂單給予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決議是由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

德米特里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列‧別勒亞尼諾夫所決策的，但是普欽

見到訂單最後由北方造船廠獲得後就呼籲要限制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成功的取得訂

單!!273 2000 年時，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已協調建造費用為 18.26 億盧布，然而在 2002

年時，財政部依據俄國國會稽核委員會的文件認為未完成的造艦未達評價的標準，

並且俄國財政部也向仲裁法院提出建議，北方造船廠聲稱為了設備而將費用提高到

60.39 億盧布，2001 年國家杜馬機構將依據一開始的決議列出外中國造艦的名單，依

據國家杜馬最初決定瞭解在俄國造船局及北方造船廠之間的協議，2001 年春天北廠

被選為訂單執行者，接近國防部的訊息證實俄國造船局也已將結果寄給了北廠，2002

年 1 月決議的更改將訂單轉移給波廠。
274 

俄國政府官員瞭解到在俄國造船局及北方造船廠之間的最初協議，在 2001 年春

                                                 
271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272 「自釀苦酒 俄可能喪失亞太海軍軍火市場」(July 25 2003)，深圳熱線，

http://www.szonline.net/content/2003/200307/20030725/194874.html。 
273 Anatoliy Temkin, Aleksey Nikol'skiy,” "northern shipyard" remained outboard:Chinese destroyers will 
build at the Baltic plant”(21 January 2002), lists, http://www.npc-m.ru/press/55 
274 “Приплыли”(18.03.2002), Ведомости, http://www.lenpravda.ru/reading1.phtml?id=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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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根據較早的決議北方造船廠被選為訂單執行者，國防部也因此與俄國造船局做

好了協調及整合工作，275俄克里姆林宮掌握了中國造艦案訂單的最早決議是由俄國

造船局與北方造船廠之間所共同做出的決定，因此在 2001 年春，克宮根據計劃決定

由北方造船廠得標，接近國防部的訊息確認俄國造船局已寄出確認得標的信，跨部

門委員會在 2002 年 1 月初收到波羅的海造船廠要參與招標的回函，2002 年 1 月份決

議的再審查不只導致了克列巴諾夫的辭職，也是針對防止國防部與聯邦安全局執行

波羅的海造船廠訂單轉移的舉動，後來波羅的海造船廠總裁寫信給卡西亞諾夫總

理，但是卡西亞諾夫總理對此事毫無反應，此時俄國造船局改變心意，俄國造船局

告訴波羅的海造船廠總裁說這訂單的決策不在於北方造船廠而在於招標本身，之

後，在卡西亞諾夫下令後俄國造船局將訂單轉交給北方造船廠。
276 

    2001 年 3 月 28 日以前的俄國防部長是謝爾給也夫，但是在 2001 年 3 月 28 日謝

爾蓋‧伊萬諾夫接任國防部長後，訂單的得標者及訂單的招標局勢都與之前有很大

的不同了，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努力終於打動了一些人，其中就包括當時仍主管國防

工業的俄副總理克列巴諾夫，爲了給該廠一個公平競爭機會，克列巴諾夫倡議就新

的造艦計劃進行公開招標，
277

2001 年 12 月 25 日，國家杜馬團結黨領袖別赫金直接

質詢國防部長伊萬諾夫及國家審計部長史蒂帕申、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

尼諾夫等人，別赫金質詢的內容是：「為何北方造船廠沒有償還 1997 年軍售中國的

國家收入與預算？」因此從國防部轉移到北方造船廠的費用分攤比為 70 比上 30，

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承認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之間的問題是：補償的總額由北方造船

廠與國防部門及國家資產委員會 (State Committee for the Management of State Property) 

等單位一起協調，其次是北方造船廠否認在與中國簽約前夕受到波羅的海造船廠開

始運作的影響。 

2002 年 1 月 19 日的招標委員會前，儘管波羅的海造船廠有一系列的財務問題，

但是楊塔造船廠仍被迫參與招標，
2782001 年 12 月 25 日，新概念與專業公司指控俄

                                                 
275 “Приплыли”(18.03.2002), flb.ru, http://flb.ru/info/6209.html 
276 “Приплыли”(18.03.2002),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равды, http://www.lenpravda.ru/reading1.phtml?id=2276 
277 「俄羅斯兩大造船廠起爭端中國購艦計劃面臨“擱淺”」(Oct 16,2002)，華夏經緯網， 
http://viewcn.com/HuaXiaZhouKan/JunQingGuanCha/GBK/113232.html。 
278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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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簽訂契約，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於 2000 年時就已獲得造艦的契約，俄國團結黨國家

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要求議會的稽核部門、財政部部長庫德林、國防部、俄國武

器出口公司等機構去指控控訴新概念與專業公司，因為事實上國防部為了造艦的準

備而將資金以三比七的比例與北方造船廠分配，但是造艦總價是 610 億元，因此北

方造船廠必須歸還國庫 300 億元，但國防部的說法是依據 1997 年 7 月 24 日政府的

命令，國防部必須決定船艦的價格，然後由國庫支出造艦，而後由國防部與北方造

船廠在造艦一事上商討協調，商討結果以 18.62 億盧布造艦，在決定造艦價格後於

2000 年 8 月時就立即通知財政部部長米福林，北方造船廠說他們擬定的資金分配不

是針對造艦所需的設備，而是在尚未造艦前的預估，其所根據的是造艦所需的全部

種類以及政府的命令，這筆錢將於造艦完成後清償，但是北方造船廠於 2001 年.3

月時受到攻擊。 

根據別赫金的資料顯示，在 1997 年時國防部轉給北方造船廠的為中國造船的預

算 300 億中有多半以上的數目都已突然不見了，但是新專業與概念公司則聲明說：

在國防部與北方造船廠之間的互動關係沒有問題，並且新專業與概念公司也聲明有

關賠償問題，北方造船廠也與國防部和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協調好預備要在 2000 年初

時先賠償 6 億美元，並且北方造船廠也打算在契約義務完成後就給付該筆的賠償

金，同時該廠須在 2002 年 3 月底就要開始有給付賠償的動作。 

2001 年 12 月 25 日，當團結黨領袖別赫金已緊急質詢國防部及俄國武器出口公

司，別赫金反對海軍的運作問題並且對別赫金而言從軍企的金錢收入來源的預算收

據是可以查到一些的線索，別赫金想要瞭解為何北方造船廠尚未補償 1999 年到 2000

年為中國造艦的國家預算，克列巴諾夫已成功的為波羅的海造船廠運作，別赫金已

經在他的政商關係中安排好對付葉里欽派的整合並且也與接近葉里欽派 (Yeltin 

Bloc) 的人相互協調，在 2001 年年底時波塔寧已擁有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百分之五十

的股權，新專業與概念公司不只為中國訂單鬥爭也為其他的訂單鬥爭，在 2000 年

12 月 1 日的 1953 號有關俄國軍企對外軍售問題的總統令中說：俄國造船局被授權

去 決 定 武 器 交 付 與 訂 單 的 執 行 的 執 行 者 與 發 展 者 ， 俄 國 海 軍 總 司 令  (Navy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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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er-in-chief) 庫羅耶多夫 (Vladimir Kuroyedov;Владимира Куроедов) 對此

也已經回答了團結黨領袖別赫金的調查。279 

在中國與俄羅斯之間訂單談判，談判的結果是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中俄兩國簽約

並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在 2002 年 1 月 3 日決議由北方造船廠得標，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中國政府達成軍售的協議，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別赫金在

國家杜馬中監督預算的部門中談到北方造船廠為了從國防部接收來的國家預算而在

1999 年與 2000 年交付中國的兩艘驅逐艦訂單負有將近 30 億的國家預算，聯邦預算

沒有收到任何的補助，甚至在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之間有所協調，聯邦預算未收到

六億元的原因在於國防部根本未執行，兩個造船廠之間爭執於建造兩艘軍艦的訂

單，但在 2001 年初俄國政府造船局宣布北方造船廠贏得訂單，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在 2001 年 1 月時與中國簽署了契約協議，副總理克列巴諾夫宣稱重新招標是為了將

契約轉移給波廠並且他於招標委員會中宣布波羅的海造船廠獲勝。 

就在克列巴諾夫的招標委員會成功給予波廠得標的同時，媒體間的妥協和解戰

也開始了，克列巴諾夫招標的勝利也展現出其鬥爭的意圖，但是為何媒體對於招標

要顯現出沒有任何期待?同時別赫金的企圖有是為何?對這些問題，有觀點認為是俄

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已經持續地在競選的框架下對抗舊葉里欽勢力

的政治影響力，因此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是為了國家杜馬選舉而

對抗北方造船廠，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是俄國國家杜馬中查核聯邦預算與稅款的

一個行政單位，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在俄國國家杜馬團結黨黨團領袖別赫金的要

求下公開查帳稽核的結果，別赫金說：「北方造船廠於 1999 年和 2000 年時為了完成

國防部交辦的建造兩艘船艦軍售給中國，因而積欠了將近 3 億美元的稅款。」 

北方造船廠說國防部和財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都已同意在交付船艦以前

接受六億元當做是為了完成兩艘船艦的工作的補償，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 (Audit 

Committee) 說北方造船廠尚未支付六億元，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說：「聯邦稅款並

沒有收到任何的賠償或補償，甚至在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之間還為此有許多次的協

調」，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是根據 2002 年 2 月到 3 月調查稽核的內容而公開陳述，

                                                 
279The business Chronicle "(Feb 7 2002), “N3 on January, (5/28 On February, 4: Military-industrial 
scandal”,” http://txt.newsru.com/bc/07feb2002/bc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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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也指控由於國防部的放縱與不執行因而國防部未向北方造船

廠收取這六億元稅款，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在北方造船廠與波廠之間的衝突具有

決定性的角色，在為中國採購建造的兩艘價值 1.4 億元的 956EM 驅逐艦訂單一事上，

俄國政府造船局於 2001 年 2 月宣布北方造船廠為得標商，但是在北方造船廠得標之

後，於 2002 年 1 月 3 日中俄簽約之後，克列巴諾夫宣佈要重新招標並宣布由波羅的

海造船廠得標。
280 

別赫金從波廠獲得承諾，別赫金扮演了對北方造船廠相當不信任及抨擊的角

色，克列巴諾夫在聖彼得堡的伊斯特集團公司的大樓中宣布將訂單轉給波廠，2002

年 1 月中旬時，儘管俄國國防部在反駁別赫金對北廠的控訴，事實上，接近招標委

員會的聖彼得堡幫的人主張波廠的勝利不是因為推薦的聲音，而是波廠對造船的利

益條件提出較有利的條件所致，對招標委員會的諸多批評源起於一堆困擾的問題，

首先出口訂單的管理上缺乏俄國法律法源，尤其俄國政府在北廠造艦案上的決議已

經在 2001 年 2 月 5 日被俄國造船局所接受，並且同時普欽也發布總統令加以確認與

公布，而北廠也以投入相當多的資金及技術準備為中國造船，後來國防部及聯邦調

查局與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的代表並未簽署招標委員會將訂單轉移給波廠的決

議。
281 

爲了取得這場勝利，新計劃新構想工業控股公司付出了很高的代價：新計劃新

構想工業控股公司董事長庫責克爲了保障對公司業務的政治支援，把公司的控股賣

給了俄羅斯國際工業銀行，
282

經由北方造船廠的準備與運作，俄國造船局在一開始

就決定由北方造船廠造艦，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前是由俄國造船局擔任訂

單招標的決定機構，但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後，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就變

成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擔任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俄中簽約且招標

的結果宣布後立刻引起了許多尖銳的對立與運作，尤其是在國家杜馬團結黨團提出

對北方造船廠的財務問題後，國家杜馬團結黨團成員都顯得煩燥，北方造船廠債務

                                                 
280 Lyuba Pronina, “Audit Report Puts Shipyard Deal in Danger”(April 23, 2002), ITAR-TASS, 
http://www.sptimesrussia.com/archive/times/764/top/t_6309.htm 
281 Виктор Литовкин,” Китайцев разыграли втемную:Чиновники заработают на экспортном 
контракте 80 млн долларов”(24-30 января 2002), Общая газета, http://www.npc-m.ru/press/66 
282 「俄羅斯廠商爲爭奪中國軍艦訂貨互相指責」(July 10 2003)，中國風網，

http://ent.563.net/article/2003/2003-7-10/451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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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委員會成立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後，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負責

處理北方造船廠 182 億盧布的債務問題。283 

為了中國訂單的招標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中國於 2002 年 1 月 3 日簽定契約後

舉行招標會議，在招標會議中，北方造船廠的專案與克寧格勒造船廠的專案曾經都

被建議過是可以好好考慮的得標案，有利於波羅的海造船廠專案的決策理由可用波

羅的海造船廠有其吸引人的條件來說明：包括了波羅的海造船廠的施工成本是比其

他兩家還要低，除了成本之外的理由有波羅的海造船廠推動大規模產品生產過程的

現代化和造船技術的運用，跨部門招標委員會重視的事實是波羅的海造船控股公司

在得標後會有所改變，因此造艦的主要考量是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動作，波羅的海造

船廠以擁有多年的造艦經驗而自豪，跨部門招標委員會的決策是取決於推薦人的看

法，但招標的重新審查導致了很多人對於在競爭的基礎上契約分配看法問題的質

疑，這也使得波羅的海造船廠期盼可以在 2002 年得標。
284 

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簽下了為中國建造兩艘 956EM 軍艦合計

價值共 1.4 億的契約，雖然俄國造船局一開始就已決定將訂單給予北方造船廠，285波

羅的海造船廠及其股東波利麥托公司運用他們足夠的政治影響力迫使俄國造船局重

新考慮軍售訂單的決策，286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第一副總經理謝爾

蓋‧切梅佐夫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軍事採購局副局長周偉簽署了爲中國製造

兩艘現代級 956EM(M 意爲改進)型驅逐艦的合約，在 2002 年 1 月 4 日到 1 月 19 日

的競標過程中，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企圖從北方造船廠獲得更多的中間費用，但是北

方造船廠老闆庫責克不同意，所以，這家壟斷俄羅斯武器出口的國家武器出口中間

商最後站到了波羅的海造船廠這一邊，由此可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在沒有北方造船

                                                 
283 原文為俄文，請參考 Николай Новичков, Владимир Шварев,”Эсминец под ковром”,Время 
МН ,16 января 2002，其英譯為 Nikolai novichkov, Vladimir shvarev,”Destroyer under the carpet”,time 
MN,16 January 2002,http://www.npc-m.ru/press/64 
284 “Baltiysky Zavod JSC gets the order for construction of 2 destroyers for Chinese Navy”(Jan 28 
2002),Baltiysky Zavod JSC, http://www.bz.ru/e022_101.htm 
285 “BALTIC SHIPYARD TO BUILD TWO DESTROYERS FOR CHINA “(Jan 19,2002) , NTI by the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http://www.nti.org/db/nisprofs/russia/naval/technol/resdespr/baltic.htm 
286 Aleksandr Klenov, "Objective: Two Destroyers" (14 January 2002),Profil; in "Klebanov Opens up 
Severnaya Verf Contract to Build Destroyers for China to Bidding by Competing Shipyards," FBIS 
Document  CEP20020114000323. {Entered 1/22/2002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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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手上獲得中間費用後，俄國武器出口公司便轉而向波羅的海造船廠收取中間佣

金，而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得標更說明了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已經從波羅的海造船廠手

上獲取了中間佣金了。 

2002 年 1 月 4 日，也就是中俄雙方正式簽署造艦合約的第二天，俄有關部門

根據克列巴諾夫授意，宣佈就製造武器的合約進行新的招標，參加競標的有俄羅斯

北方造船廠、波羅的海造船以及加裏寧格勒楊塔造船廠，經過認真的考察和分析，

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委員會於 2002 年 1 月 19 日宣佈波羅的海造船廠獲勝，
287波羅的

海造船廠有關人士說，這是因爲他們的報價較低。 

波羅的海造船廠以六億美元建造兩艘現代級驅逐艦中標，經驗豐富的北方造船

廠競標失敗，主要是北方造船廠不肯向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支付更多的傭金，北方造

船廠敗北的原因有二個，一是與中國簽署出售「現代級」驅逐艦協定的俄國武器出

口公司，企圖獲得更多的中間費用，但是北方造船廠老闆庫責克不同意，但是主因

則是普欽的親信部下人馬正在積極搶奪葉里欽派系人馬所控制的政治、經濟資源，

雙方鬥爭激烈，驅逐艦合約也變成了這場鬥爭中的一個籌碼，
288因為政府太需要中

國這個大客戶，因此對於由聖彼得堡波羅的海造船廠建造中國驅逐艦的決定，俄羅

斯國防部、聯邦安全局以及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的代表們暫時還沒有在俄羅斯政府

的這項決定上簽字。289 

為了獲得這塊大餅，在俄羅斯兩家著名造船廠聖彼得堡波羅的海造船廠和北方

造船廠之間展開了一場激烈的廝殺，這兩家造船廠都分別被各自的財閥集團所控

制，每個財閥集團在政府和政界中都有自己的代理人和遊說勢力，北方造船廠的老

闆是庫責克，他所領導的軍工集團新計劃和新理論公司被俄羅斯著名財閥波塔寧所

控制，而聖彼得堡波羅的海造船廠的支持者是普欽的親信政黨團結黨在國家杜馬中

的領導人別赫金以及俄羅斯政府負責國防工業的副總理克列巴諾夫，北廠已經投入

大筆資金，購買了鋼材及不少必要的設備，還支付了設計費用，並制定了建造技術

                                                 
287 康燕，「俄兩大造船廠起爭端 中國購艦計劃面臨擱淺」(Oct 15 2002)，新浪網，

http://news.sina.com.cn/c/2002-10-15/1411768286.html。 
288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289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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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但是由於他背景遠不及波羅的海造船廠，因而在競爭中敗北，爲了取得這場

勝利，新計劃新構想工業控股公司付出了很高的代價：新計劃新構想工業控股公司

董事長鮑‧庫責克爲了保障對公司業務的政治支援，把公司的控股賣給了俄羅斯國

際工業銀行。
290

 

2002 年 1 月 4 日，也就是中俄雙方正式簽署造艦合約的第二天，克列巴諾夫趁

卡西亞諾夫離開莫斯科時，俄有關部門根據克列巴諾夫授意，宣佈就製造合約進行

新的招標，而宣布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勝利，2002 年 1 月 19 日，由國防單位與軍企

部門官員所組成的跨部門招標委員會在為中國建造兩艘驅逐艦的訂單的招標上做出

決議而決定波羅的海造船廠得標 (弊案發生時間表請見表 2-15)，參與競標的有三家

造船廠，分別是北方造船廠、波羅的海造船廠以及克寧格勒陽塔造船廠，
291克寧格

勒陽塔造船廠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是屬於俄國政府所有，
292

波羅的海造船廠的總

經理蘇里亞可夫斯基與亞涅西斯擁有的伊斯特集團兩者運用其影響力與政商關係來

為他們的利益而改變了整個情勢，波羅的海造船廠在為中國造艦的招標中擊敗了北

方造船廠與卡寧格勒造船廠而得標，契約中明載俄國須在 2005 年底交付驅逐艦，俄

國波羅的海造船廠將在驅逐艦上裝配改良型的全自動攻擊系統和較好的反擊防空系

統。
293 

波廠提供了較對手為多的利益條件，中國持續保持對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在訂單

招標上決策的影響力，2942002 年 1 月 19 日由國防部及軍事合作對外委員會等代表所

組成的招標委員會決議由波廠獲勝，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別勒亞尼諾夫參與克列

巴諾夫主持的招標委員會，在俄國政府招標委員會三個小時的會議之後，俄國政府

招標委員會簽定了草約，波羅的海造船廠依靠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推薦而在俄國政

府招標委員會中得標，但後來卡西亞諾夫宣布撤銷克列巴諾夫的招標結果，卡西亞

                                                 
290 「俄羅斯廠商爲爭奪中國軍艦訂貨互相指責」(July 10 2003)，中國風網，

http://ent.563.net/article/2003/2003-9-26/54335.html。 
291 「俄羅斯兩大造船廠起爭端中國購艦計劃面臨“擱淺＂」(Oct 16,2002), 華夏經緯網, 
http://viewcn.com/HuaXiaZhouKan/JunQingGuanCha/GBK/113232.html。 
292 Константин Шoлмов,”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захватил китайские корабли”(22 января 2002),Деловой 
Петербург ,http://www.npc-m.ru/press/57 
293 “RUSSIA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AND POLICIES”(Jul 10,2002), Institute for 
Defense &amp; Disarmament Studies, http://www.idds.org/acr2003/707e3CAR02.html. 
294 Constantine Sholmov,” Baltic plant took the Chinese ships”(22 January 2002) , business Petersburg, 
http://www.npc-m.ru/press/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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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夫於 2002 年 1 月底寫信給普欽總統，卡西亞諾夫在寫給普欽總統的信中提到說他

已花了許多時間在軍企的組建上，卡西亞諾夫在信中認為軍企的組建應該集中在一

個監督的管理單位下將軍企集結成一個聚集的結構，卡西亞諾夫還建議普欽要修正

在克列巴諾夫指導與管理下的軍工複合體組建問題的惡化，後來普欽同意了卡西亞

諾夫在給他的信中的建議，因此普欽將克列巴諾夫的副總理職位予以免職，普欽這

一決定使得克列巴諾夫將不能成為忠於他的五個軍工局的主管了，這是因為卡西亞

諾夫反對克列巴諾夫所主張得要將軍工複合體組建於改革後置於他的管轄與領導之

下。
295

 

2002 年 1 月 19 日的招標委員會前，從未要求造艦預算的補償，由於一堆媒體

報導醜聞是起源於武器出口契約上無前例的招標的想法，之前沒有人懷疑北方造船

廠的得標，波羅的海造船廠、北方造船廠、卡寧格勒的楊塔造船廠都對招標堅持地

表現出志在必得的決心，2002 年 1 月 15 日，波羅的海造船廠、北方造船廠、卡寧

格勒的楊塔造船廠都向俄國造船局遞件表示要參與招標，296跨區域投資銀行控制了

卡寧格勒的楊塔造船廠，跨區域投資銀行副總裁蘇洛夫 (Sergey surov) 說：「楊塔

造船廠準備參與招標且跨區域投資銀行也將幫忙楊塔造船廠」，根據波羅的海造船廠

總裁蘇爾亞可夫斯基的說法，波羅的海造船廠將不會參與招標，盡管波羅的海造船

廠擁有許多豐富的造船經驗與力量，但是波羅的海造船廠仍以分包商的角色參與造

艦。 

造艦招標對楊塔造船廠不利，因此對波廠有利，波廠才剛為印度海軍完成造艦，

但印度與中國有複雜的關係，因此中國將不會同意波廠為其造艦，此外北方造船廠

造船經驗豐富，因此在兩個造船廠間契約可能會破裂，然而俄政府官方突然決定將

武器出口管理官僚體系解體而強化武器出口的透明度，2002 年 1 月 15 日，由於條

件不充足因此俄國造船局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仍未決定招標，2002 年 1 月 15 日，

北廠及波廠等三個造船廠已將參加招標的標單轉移給俄國造船局，2002 年 1 月 15

日俄國造船局、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在經過討論後仍未決

                                                 
295 “For what have disarmed minister Klebanov”(28.02.2002),Businessmen – money ,http://kompromat.flb.ru/material1.phtml?id=913 

296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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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執行訂單，2002 年 1 月 15 日有人提議要組成招標委員會一事但未被接受，對俄

國政府而言，不論有無招標委員會，太過熱衷於北方造船廠得標一事勢必必須要解

決，2972002 年初，庫責克出售股權給普加契夫，庫責克需要普加契夫的政治支援而

獲取訂單，
298

北方造船廠原本贏得了訂單招標，但在 2002 年 1 月初到 2002 年 1 月

19 日期間，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宣布訂單招標將由各廠競爭決定結果，2002 年 1 月

19 日由國防部及軍事合作對外委員會等代表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決議由波羅的海

造船廠獲勝，波羅的海造船廠是戰勝者，波羅的海造船廠說：「依據事實我們企業

選擇了我們熱衷的目標，我們鎖定了最有利益的條件，波羅的海造船廠的造船生產

成本在招標中是遠低於其他的造船廠」，波羅的海造船廠提供了較對手為多的利益

條件，中國持續保持對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在訂單招標上決策的影響力。
299 

仗著當時主管國防工業的副總理伊裡奇‧克列巴諾夫的支持，波羅的海造船廠

指責對手沒有向國家支付蘇聯時期遺留下來的兩艘艦船船體的使用費，北方造船廠

計劃以此為基礎為中國建造兩艘驅逐艦，不久之後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談妥了總額

為 1 億 8262 萬盧布的國債清償進度表，但是因為財政部庫德林的干預，合約最終還

是轉給了波羅的海造船廠，
300

2002 年 1 月 19 日，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

尼諾夫、俄國聯邦造船局波斯佩羅夫、俄羅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

特裏耶夫、俄國海軍總司令庫羅耶多夫等人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做成了一些決議與

決策，301在 2002 年 1 月 19 日，俄國造船局局長波斯佩洛夫領導一個政府委員會選擇

了波羅的海造船廠來為中國造船，
302

在 2002 年 1 月 19 日俄國政府招標委員會決定由

波羅的海造船廠贏得中國造艦案的得標權，在招標委員會依據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

薦做成決議由波羅的海造船廠贏得訂單後，招標委員會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簽署協

                                                 
297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ь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Темкин,” Эсминец тонет в бумажном море”(16 января 2002), 
Ведомости, http://www.npc-m.ru/press/53 
298 Анатолий Темкин,” Кузык нашел партнера”, (Oct 17,2002) FLB.Ru, 
http://www.flb.ru/info/12794.html 
299 Constantine Sholmov,” Baltic plant took the Chinese ships”(22 January 2002) , business Petersburg, 
http://www.npc-m.ru/press/57 
300任之，「自釀苦酒 俄可能喪失亞太海軍軍火市場」(July 25 2003)，艦船知識網絡版，

http://www.wforum.com/shishi/posts/48726.shtml 
301 “Baltiysky Zavod JSC gets the order for construction of 2 destroyers for Chinese Navy”(Jan 28 
2002),Baltiysky Zavod JSC, http://www.bz.ru/e022_101.htm 
302 Interfax, 19 January 2002; in "Russia to Build Two Destroyers for China," FBIS Document 
CEP200201190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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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波羅的海造船廠也開始為簽署協議準備文件，很顯然的，波羅的海造船廠總裁

說招標委員會也評估了波羅的海造船廠所提出的利益條件，北方造船廠對於官方代

表持續發表評論，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及造船局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等決策單

位也拒絕對此發表評論，同時，接近國防部的訊息指出對付北方造船廠的時機仍未

到，庫責克很清楚的將設法在招標結果採取爭論的態度，接近國防部門的訊息指出，

最初將訂單給予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決議是由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

里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列‧別勒亞尼諾夫所決策的，但是普欽見到訂

單最後由北方造船廠獲得後就呼籲要限制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成功的取得訂單!!
303

  

波羅的海造船廠的總經理蘇里亞可夫斯基與亞涅西斯擁有的伊斯特集團兩者

運用其影響力與政商關係來為他們的利益而改變了整個情勢，3042002 年 1 月 19 日，

俄國政府為中國造船而舉行的招標委員會決定將訂單委託由波羅的海造船廠建造，

招標委員會是根據俄羅斯武器出口公司的推薦與建議而決議由波羅的海造船廠為中

國造船，2002 年 1 月時由於跨部門委員會的招標而使北方造船廠失去得標，2002 年

1 月招標改變而由波羅的海造船廠得標是預先被克列巴諾夫所決定，
305對這一招標結

果，俄羅斯北方造船廠感到意外，因爲北方造船廠是俄羅斯唯一擁有建造現代級驅

逐艦經驗的企業，此前已經爲中國建造了兩艘，而且爲拿到這個新訂單，該廠已經

投入大筆資金，購買了鋼材及不少必要的設備，還支付了設計費用，並制定了建造

技術方案 (弊案發生時間表請見表 2-15) 。
306 

副總理克列巴諾夫所領導的政府招標委員會是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別勒亞

尼諾夫、俄國造船局局長波斯佩洛夫、俄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里

耶夫、海軍總司令庫羅耶多夫等人所組成，副總理克列巴諾夫所領導的政府招標委

員會決議由波羅的海造船廠得標，波羅的海造船廠在利益上的選擇是熱衷於由其提

供的財務條件，這是由於波羅的海造船廠提出比北方造船廠少八億元的價金，在副

                                                 
303 Anatoliy Temkin, Aleksey Nikol'skiy,” "northern shipyard" remained outboard:Chinese destroyers 
will build at the Baltic plant”(21 January 2002), lists, http://www.npc-m.ru/press/55 
304 “Китайские моряки поставили рекорд”(9 января 2002),Коммерсант 
Ъ,http://www.npc-m.ru/press/94 
305 “They swam up＂(18.03.2002), Lists, http://www.lenpravda.ru/reading1.phtml?id=2276 
306 「俄羅斯兩大造船廠起爭端中國購艦計劃面臨“擱淺＂」(Oct 16,2002)，華夏經緯網，

http://viewcn.com/HuaXiaZhouKan/JunQingGuanCha/GBK/113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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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理克列巴諾夫所領導的政府招標委員會開始招標之前就已經決定將得標給予波羅

的海造船廠。 

在 2002 年 1 月 19 日俄國政府招標委員會決定由波羅的海造船廠贏得中國造艦

案的得標權，在招標委員會依據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薦做成決議由波羅的海造船廠

贏得訂單後，招標委員會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簽署協議，波羅的海造船廠也開始為

簽署協議準備文件，很顯然的，波羅的海造船廠總裁說招標委員會也評估了波羅的

海造船廠所提出的利益條件，北方造船廠對於官方代表持續發表評論，俄國對外軍

事合作委員會及造船局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等決策單位也拒絕對此發表評論，在中

國與俄羅斯之間訂單談判，談判的結果是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中俄兩國簽約，並由俄

國武器出口公司在 2002 年 1 月 3 日決議由北方造船廠得標，控制波羅的海造船廠的

伊斯特集團則宣稱聲明伊斯特集團從開始時就從未參與招標，波羅的海造船廠對其

於招標中的勝利的解釋是波羅的海造船廠從未參與招標，因此波羅的海造船廠無法

為中國建造任何船艦，但是在專家看這個招標的起因有很多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當

契約的條件都談妥且在簽約之後兩廠的競爭才開始？為何在總價 1.4 億元的訂單中

有 8 億元被估計進去？這些錢被三個單位機關貪污了-----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

司、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三個單位機關-----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

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在 2001 年底時就開始著手推動圍繞在北方造船廠的醜聞。
307 

2002 年 2 月 18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簽署合約同意書，同

一天調查員開始調查北方造船廠，普欽根據卡西亞諾夫總理提議，解除克列巴諾夫

副總理職務，2002 年 2 月 18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簽定協議，

同時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的查核人員開始調查北方造船廠，2002 年 2 月 18 日，

在卡西亞諾夫的提出要使克列巴諾夫降級的要求後，普欽將革除克列巴諾夫副總理

的職位，卡西亞諾夫要求要重審最近一次的招標，控制北方造船廠的新專業與概念

公司的發言人波克班可夫 (Valery Pogrebenkov) 說：「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 

(AuditCommittee) 並沒有認真的對付北方造船廠，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已取得了國

防部與財政部的信任了，不久之後北方造船廠交付給國防部和財政部的六億元補償

                                                 
307 Ekaterina Titov ,“The business Chronicle "(Feb 7 2002), N3 on January, (5/28 On February, 4: 
Military-industrial scandal,http://txt.newsru.com/bc/07feb2002/bc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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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將可以被解決，因此北方造船廠將支付給國防部與財政部這六億元的補償」，新

專業與概念公司的發言人波克班可夫強調：「北方造船廠將支付給國防部與財政部

的補償將不多於六億元」，對於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的記錄將對中國訂單的給予有

何影響力方面的解釋，團結黨國家杜馬召集人別赫金說：「我們認為這中國的訂單契

約將給予可以更致力於國家利益的公司。」
308 

 

 

 

第七節 北方造船廠方案與波羅的海造船廠方案遊說與競標過程分析 

 

 

 

 

第一項 北方造船廠的遊說與競標過程分析 

 

 

 

2001 年 2 月中國就購買兩艘 956EM 型驅逐艦問題與俄羅斯進行交涉的時候，

俄國造船局就已經開始決定由北方造船廠爲當時仍在擬議中的這筆交易的合約執行

人，
309在 2001 年時，根據俄克宮的瞭解，一開始時是決定要給予北方造船廠，因此

俄國造船局與北方造船廠也簽署了協議，並且國防部也已確認俄國造船局的協調信

已於 2001 年 2 月寄出，庫責克已出售股權給普加契夫，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是俄國西

北地區最大的造船廠，庫責克出售股權的條件是希望普加契夫有能力能夠保護他免

於受到攻擊，2002 年初，新概念與專業公司在軍售中國的訂單上遇到了問題，庫責

克由於受到破產的打擊而運用其與普加契夫的夥伴關係增加其政治影響力，庫責克

                                                 
308 Lyuba Pronina, “Audit Report Puts Shipyard Deal in Danger”(April 23, 2002), ITAR-TASS, 
http://www.sptimesrussia.com/archive/times/764/top/t_6309.htm 
309 “Китайские моряки поставили рекорд”(9 января 2002),Коммерсант 
Ъ,http://www.npc-m.ru/press/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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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普加契夫的政治支援，進而使庫責克可以透過銀行巨大的資金執行訂單並給與

普加契夫高額的利潤，伊斯特集團已控制北廠百分之 18 的股權。310經由北方造船廠

的準備與運作，俄國造船局在一開始就決定由北方造船廠造艦。 

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前是由俄國造船局擔任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但

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後，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就變成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擔

任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俄中簽約且招標的結果宣布後立刻引起

了許多尖銳的對立與運作，尤其是在國家杜馬團結黨黨團提出對北方造船廠的財務

問題後，國家杜馬團結黨團成員都顯得煩燥，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 (the debt treatment) 

委員會成立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後，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負責處理

北方造船廠 182 億盧布的債務問題。 

在克列巴諾夫簽約之後，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準備在 2001 年 4 月造船局決議的基

礎上參與招標，2001 年四月，俄國造船局在北方造船廠的事先運作下而受到影響，

因此俄國造船局屬意由北廠得標，
311在俄國財政部宣稱要北方造船廠返還在 2000 年

為中國造船的 603 億預算，但在透過聖彼得堡法院的仲裁後北方造船廠只須歸還 241

盧布，這使得 2002 年 10 月伊斯特集團出售其在北方造船廠的百分之 18.85 股權，

3122001 年 12 月 25 日，國家杜馬團結黨領袖別赫金直接質詢國防部長伊萬諾夫及國

家審計部長史蒂帕申、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等人，別赫金質詢的

內容是：「為何北方造船廠沒有償還 1997 年軍售中國的國家收入與預算?因此從國

防部轉移到北廠的費用分攤比為 70 比上 30，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承認北廠與國防部

之間的問題是：補償的總額由北廠與國防部門及國家資產委員會等單位一起協調，

其次是北廠否認在與中國簽約前夕受到波廠開始運作的影響，
3132001 年 12 月 25 日，

新專業與概念公司針對契約的簽署提出了反駁並且他們執意要建造該船，庫責克被

要求進入國家杜馬備詢，財政部長米福林及國防部長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與別

                                                 
310 Анатолий Темкин,” Кузык нашел партнера”,(Oct 17,2002), FLB.Ru, 
http://www.flb.ru/info/12794.html 
311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312 “"Северная верфь" пошла с 
молотка”(2002.10.08),Pravda,http://pravda.ru/comp/2002/10/08/48119.html 
313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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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金等人批評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為了使國防部將造船訂單轉移給北廠而與國防部達

成協議以 7 比 3 的造船費用分攤的決議，北廠欠國庫 3 億元，波廠和楊塔廠不停催

促招標委員會，到 2002 年整個情況改變了，在中國與俄羅斯之間訂單談判，談判的

結果是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中俄兩國簽約並由俄國武器公司在 2002 年 1 月 3 日決議

由北廠得標，
314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中國政府達成軍售的協議，

俄國造船局的調和決策是被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接受的，北方造船廠已經與俄國武器

出口公司談妥了價格條件並且也與中國政府約定在談判結束之前交付船艦，北廠依

據契約須將武器現代化，
315

2002 年 1 月 15 日，北廠及波廠等諸廠已將參加招標的標

單轉移給俄國造船局，2002 年 1 月 15 日俄國造船局、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國對

外軍事合作委員會在經過討論後仍未決定執行訂單，2002 年 1 月 15 日有人提議要

組成招標委員會一事但未被接受，對俄國政府而言，不論有無招標委員會，太過熱

衷於北廠得標一事勢必必須要解決。
316 

 

 

 

第二項 波羅的海造船廠的遊說與競標過程分析 

 

 

 

副總理克列巴諾夫所領導的政府招標委員會是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別勒亞

尼諾夫、俄國造船局局長波斯佩洛夫、俄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里

耶夫、海軍總司令庫羅耶多夫等人所組成，副總理克列巴諾夫所領導的政府招標委

員會決議由波羅的海造船廠得標，但是這招標的結果卻是被看做是一個不可能的

事，並且這不只是由於是政治上的理由，波羅的海造船廠在利益上的選擇是熱衷於

                                                 
314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315 The business Chronicle "(Feb 7 2002), “N3 on January, (5/28On February, 4: Military-industrial 
scandal”,” http://txt.newsru.com/bc/07feb2002/bc4.html 
316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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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提供的財務條件，這是由於波羅的海造船廠提出比北方造船廠少八億元的價金。 

    在副總理克列巴諾夫所領導的政府招標委員會開始招標之前就已經決定將得標

給予波羅的海造船廠，後來聯邦安全局與俄國海軍總司令已經拒絕簽署，北方造船

廠從 2000 年到 2001 年時在副總理克列巴諾夫的批准下參與了俄國與中國政府之間

為了購艦的交涉與談判，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在

2001 年底時就開始著手推動圍繞在北方造船廠的醜聞，2001 年 12 月 25 日，當團結

黨領袖別赫金已緊急質詢國防部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別赫金反對海軍的運作問題

並且對別赫金而言，從軍企的金錢收入來源的預算收據是可以查到一些的線索，別

赫金他想要瞭解為何北廠尚未補償 1999 年到 2000 年為中國造艦的國家預算，克列

巴諾夫已成功的為波廠運作，別赫金已經在他的政商關係中安排好對付葉里欽派的

整合並且也與接近葉里欽派的人相互協調，在 2001 年年底時波塔寧已擁有新專業與

概念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權，.新專業與概念公司不只為中國訂單鬥爭也為其他的訂

單鬥爭，在 2000 年 12 月 1 日的 1953 號有關俄國軍企對外軍售問題的總統令中說：

俄國造船局被授權去決定武器交付與訂單的執行的執行者與發展者，俄國海軍總司

令庫羅耶多夫已經回答了團結黨領袖別赫金的調查。
317

 

    2001 年 12 月 25 日，新專業與概念公司針對契約的簽署提出了反駁並且他們執

意要建造該船，庫責克被要求進入國家杜馬備詢，財政部長米福林及國防部長與俄

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與別赫金等人批評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為了使國防部將造船訂單

轉移給北廠而與國防部達成協議以 7 比 3 的造船費用分攤的決議，北廠欠國庫 3 億

元，
3182001 年 12 月 25 日，國家杜馬團結黨領袖別赫金直接質詢國防部長伊萬諾夫

及國家審計部 (Ministry of Audit) 部長史蒂帕申、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

諾夫等人，別赫金質詢的內容是：「為何北方造船廠沒有償還 1997 年軍售中國的國

家收入與預算。因此從國防部轉移到北廠的費用分攤比為 70 比上 30，新專業與概

念公司承認北廠與國防部之間的問題是：補償的總額由北廠與國防部門及國家資產

委員會等單位一起協調，其次是北廠否認在與中國簽約前夕受到波廠開始運作的影

                                                 
317The business Chronicle "(Feb 2 7), “N3 on January, (5/28 On February, 4: Military-industrial 
scandal”,” http://txt.newsru.com/bc/07feb2002/bc4.html 
318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ь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Темкин,” Эсминец тонет в бумажном море”(16 января 
2002), Ведомости, http://www.npc-m.ru/press/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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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319 

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俄中簽約且招標的結果宣布後立刻引起了許多尖銳的對立

與運作，尤其是在國家杜馬團結黨黨團提出對北方造船廠的財務問題後，國家杜馬

團結黨團成員都顯得煩燥，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成立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

簽訂之後，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負責處理北方造船廠 182 億盧布的債務問

題，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簽署了為中國建造兩艘驅逐艦共計 1.4

億元的訂單契約，雖然俄國造船局一開始就決定將訂單給予北方造船廠，但是波羅

的海造船廠與亞涅西斯控制的波利麥托公司 (Polimetall，也是波羅的海造船廠的股

東) 運用他們的政治影響力使得俄國造船局對訂單的決議再加考慮。
320 

爲中國提供兩艘 956M 設計圖紙驅逐艦的合約是由聯邦國營企業俄國武器出口

公司第一副總經理切姆佐夫和中國總裝備部軍事採購局副局長周偉，於 2002 年 1 月

3 日正式簽署此軍購合約，在合約正式簽署之前，波羅的海造船廠就四處活動，意

欲搶走這招標，該廠的努力終於打動了一些人，其中就包括當時仍主管國防工業的

俄前副總理克列巴諾夫，爲了給該廠一個公平競爭機會，克列巴諾夫倡議就新的造

艦計劃進行公開招標，2002 年 1 月 4 日，也就是中俄雙方正式簽署造艦合約的第二

天，俄有關部門根據克列巴諾夫授意，宣佈就製造合約進行新的招標，參加競標的

有俄羅斯北方造船廠、波羅的海造船廠以及加裏寧格勒造船廠，經過認真的考察和

分析，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委員會於 2002 年 1 月 19 日宣佈波羅的海造船廠獲勝。
321 

在 2002 年 1 月 4 日到 1 月 19 日的競標過程中，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企圖從北方

造船廠獲得更多的中間費用，但是北方造船廠老闆庫責克不同意，所以，這家壟斷

俄羅斯武器出口的國家武器出口中間商最後站到了波羅的海造船廠這一邊，由此可

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在沒有北方造船廠手上獲得中間費用後，俄國武器出口公司便

轉而向波羅的海造船廠收取中間佣金，而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得標更說明了俄國武器

                                                 
319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320 Aleksandr Klenov, "Objective: Two Destroyers"(14 January 2002), Profil,; in "Klebanov Opens up 
Severnaya Verf Contract to Build Destroyers for China to Bidding by Competing Shipyards," FBIS 
Document  CEP20020114000323. {Entered 1/22/2002 EF}  
321 「俄兩大造船廠起爭端 中國購艦計劃面臨擱淺」(Oct 15 2002)，新浪網，

http://news.sina.com.cn/c/2002-10-15/14117682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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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公司已經從波羅的海造船廠手上獲取了中間佣金了，322別赫金從波羅的海造船

廠獲得承諾，別赫金扮演了對北方造船廠相當不信任及抨擊的角色，克列巴諾夫在

聖彼得堡的伊斯特集團公司的大樓中宣布將訂單轉給波羅的海造船廠，2002 年 1 月

中旬時，儘管俄國國防部在反駁別赫金對北廠的控訴，事實上，接近招標委員會的

聖彼得堡幫的人主張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勝利不是因為推薦的聲音，而是波廠對造船

的利益條件提出較有利的條件所致。
323 

2002 年 1 月 19 日，由國防單位與軍企部門官員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在為中國

建造兩艘驅逐艦的訂單的招標上做出決議而決定波羅的海造船廠得標，參與競標的

有三家造船廠，分別是北方造船廠、波羅的海造船廠以及克寧格勒陽塔造船廠，克

寧格勒陽塔造船廠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是屬於俄國政府所有，
324波羅的海造船廠

的總經理蘇里亞可夫斯基與亞涅西斯擁有的伊斯特集團兩者運用其影響力與政商

關係來為他們的利益而改變了整個情勢。325 

在 2002 年 1 月 19 日俄國政府招標委員會決定由波羅的海造船廠贏得中國造艦

案的得標權，在招標委員會依據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薦做成決議由波羅的海造船廠

贏得訂單後，招標委員會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簽署協議，波羅的海造船廠也開始為

簽署協議準備文件，很顯然的，波羅的海造船廠總裁說招標委員會也評估了波廠所

提出的利益條件，
326北方造船廠原本贏得了訂單招標，但在 2002 年 1 月初到 1 月 19

日期間，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宣布訂單招標將由各廠競爭決定結果，2002 年 1 月 19

日由國防部及軍事合作對外委員會等代表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決議由波廠獲勝，波

羅的海造船廠是戰勝者，波羅的海造船廠說：「依據事實我們企業選擇了我們熱衷

的目標，我們鎖定了最有利益的條件，波羅的海造船廠的造船生產成本在招標中是

遠低於其他的造船廠」，波廠提供了較對手為多的利益條件，中國持續保持對俄國

                                                 
322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323 Виктор Литовкин,” Китайцев разыграли втемную:Чиновники заработают на экспортном 
контракте 80 млн долларов”(24-30 января 2002), Общая газета, http://www.npc-m.ru/press/66 
324 Константин Шoлмов,”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захватил китайские корабли”,Деловой Петербург,22 
января 2002,http://www.npc-m.ru/press/57 
325“Китайские моряки поставили рекорд”(9 января 2002),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326Anatoliy Temkin, Aleksey Nikol'skiy,” "northern shipyard" remained outboard:Chinese destroyers will 
build at the Baltic plant”(21 January 2002), lists, http://www.npc-m.ru/pres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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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出口公司在訂單招標上決策的影響力，327副總理克列巴諾夫所領導的政府招標

委員會是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別勒亞尼諾夫、俄國造船局局長波斯佩洛夫、俄

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里耶夫、海軍總司令庫羅耶多夫等人所組

成，副總理克列巴諾夫所領導的政府招標委員會決議由波羅的海造船廠得標，但是

這招標的結果卻是被看做是一個不可能的事，並且這不只是由於是政治上的理由，

波羅的海造船廠在利益上的選擇是熱衷於由其提供的財務條件，這是由於波羅的海

造船廠提出比北方造船廠少八億元的價金。 

整個弊案的關鍵在於：俄羅斯政府和中國簽約為 14 億美元，但轉手給波羅的海

造船廠時，卻只花了 6 億美元，其中的 8 億美元，顯然進入了利益團體的口袋。波

羅的海造船廠的報價比俄羅斯政府與中國簽的合約價少了 8 億美元，這 8 億美元直

接作為仲介費用，支付給那些曾經為波羅的海造船廠關說遊說並取得勝利的官僚和

政客。
328 

2002 年 1 月 19 日，俄國政府招標委員會決定將為中國造艦的契約交由波羅的

海造船廠執行，雖然不久前這得標仍屬於北方造船廠但後來變成波廠得標，在俄國

政府招標委員會三個小時的會議之後，俄國政府招標委員會簽定了草約，波羅的海

造船廠依靠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推薦而在俄國政府招標委員會中得標，根據波羅的

海造船廠總經理蘇爾亞可夫斯基表示該廠將為了合約的簽訂而已開始準備相關文

件，波羅的海造船廠總經理蘇爾亞可夫斯基表示俄國政府招標委員會深深地確信我

們的利益條件，波羅的海造船廠拒絕公開條件，波廠的得標價比北方造船廠還少了

八億美元。 

     

表 2-15 北方造船廠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爭食訂單之時間表  

時間 事件 

1999 年 1999 年俄羅斯副總理克列巴諾夫 (Ilya 

Klebanova;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 率領由

核能及軍工界人士組成的代表團訪中

                                                 
327 Constantine Sholmov,” Baltic plant took the Chinese ships”(22 January 2002) , business Petersburg, 
http://www.npc-m.ru/press/57 
328  “Scandal About Saling China Warship In Russia Press”(24 January 2002) , Voice of America , 
http://www.voa.gov/chinese/worldfocus/thur/01240205scandalaboutsalingch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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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商談俄中兩國之間的大宗軍火貿

易，抵達北京的克列巴諾夫和中國國務

委員吳儀會談，且會見了中國國家主席

江澤民、國務院總理朱鎔基和中央軍委

副主席張萬年，雙方談到中國購買的第

二艘俄羅斯製造的現代級驅逐艦 
(Sovremennyy Class destroyers--Project 

956) 的交貨時間以及在中國生產蘇愷

27 (SU-27) 型戰鬥機。 

2000 年 北方造船廠在副總理克列巴諾夫 (Ilya 

Klebanova;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 的批准

下參與了俄國與中國政府之間為了購

艦的交涉與談判。 
2000 年 7 月 18 日到 2000 年 7 月 19 日 俄國總統普欽訪問北京時達成協議﹐出

售兩艘「現代級」驅逐艦 (Sovremennyy 

Class destroyers--Project 956) 給中國，每

艘價格是四億美元。 
2001 年 2 月 5 日 俄國造船局 (Russian Shipbuilding 

Agency;Россий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удостроению) 與北方造船廠也簽署

了協議，俄國造船局決定由北方造船廠

爲當時仍在擬議中的這筆交易的合約

執行方。 
國防部也已確認俄國造船局的協調信

已寄出。 
中國曾就採購二艘 956EM 型「現代」

級驅逐艦 (Sovremennyy Class 

destroyers--Project 956) 與俄方有關部

門交涉，當時俄方指定由北方造船廠為

該軍售的合約執行人，總價十四億美

元，卡西亞諾夫總理決定北方造船廠訂

單的決策。 
2001 年 國家杜馬依據一開始的決議列出為中

國造艦的名單。 
2001 年 3 月 28 日 伊萬諾夫 (Sergey Borisovich Ivanov; 

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ИВАНОВ) 接任

國防部長。 

2001 年 4 月 北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向俄國造船局、卡西亞諾夫總理及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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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里

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列·

別利尼亞諾夫等人關說遊說，因此俄國

造船局、卡西亞諾夫總理及俄國對外軍

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里耶夫及俄

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列·別利尼亞

諾夫等決策者願將訂單給予北廠，之後

就由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 

(Committee o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of 

R.F.;Комитета РФ п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КВТС)) 主席德米特里耶夫 (M. 

Dmitriev; Михаила Дмитриев) 及俄國

武器出口公司 (Rosoboronexport, 

Рособоронэкспортом) 總裁安德

列‧別利尼亞諾夫(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а) 、俄國造船局決

定由北方造船廠為中國造船。 

2001 年 12 月 25 日 團結黨領袖別赫金緊急質詢國防部及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團結黨領袖別赫金

在國家杜馬提出北廠未還國家預算的

債務問題，同時別赫金已經在他的政商

關係中安排好對付葉里欽派的整合並

且也與接近葉里欽派的人相互協調。 

2001 年 12 月 25 日 別赫金在國家杜馬 (Gosudarstvennaya 

Duma;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中質

詢一事首先被 TVTs channel 報導出來。 

2001 年 12 月 25 日 新概念與專業公司指控俄中簽訂契約。 

2001 年年底 國際羅斯集團將手中的持股賣給新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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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概念公司。 

2001 年底 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國團結

黨國家杜馬黨團開始著手推動圍繞在

北方造船廠的醜聞。 
2002 年 1 月 3 日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Rosoboronexport, 

Рособоронэкспортом) 第一副總經

理契姆佐夫 (Sergei Victorovich 

Chemezov) 和中國總裝備部軍事採購

局副局長周偉簽署爲中國提供兩艘

956M 設計圖紙驅逐艦共價值 1.4 億的

的合約。 

2002 年 1 月 3 日 俄國武器公司決議由北廠得標，北方造

船廠已經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談妥了

價格條件並且也與中國政府約定在談

判結束之前交付船艦，北廠依據契約須

將武器現代化。 

2002 年 1 月 4 日 俄國家杜馬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

會成立，負責處理北方造船廠 182 億盧

布的債務問題，該委員會由別赫金組

成。 

2002 年 1 月 4 日 俄有關部門根據克列巴諾夫授意，宣佈

就製造合約進行新的招標。 

2002 年 1 月 15 日 波羅的海造船廠、北方造船廠、卡寧格

勒的楊塔造船廠都向俄國造船局遞件

表示要參與招標。 

2002 年 1 月 15 日 俄國造船局、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國

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在經過討論後仍

未決定執行訂單，有人提議要組成招標

委員會 (tender committee) 一事但未被

接受。 
2002 年初 庫責克出售股權給普加契夫。 

2002 年 1 月 19 日 由國防部及軍事合作對外委員會等代

表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決議由波廠獲

勝。 

2002 年 2 月 18 日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波羅的海造船廠 

(Baltiisky Zavod shipyard;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簽署合約同意書。 

2002 年 2 月 18 日 普欽解除克列巴諾夫副總理職務。 

2002 年 2 月 18 日 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的查核人員開

始調查北方造船廠。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159

 

 

 

                 第八節 軍售中國訂單的決策過程 

 
 
 

  
 

第一項 北方造船廠的主張與策略 

 
 
 

金融寡頭從尋求同盟、遊說政府官員、提供競選捐贈、利用公共輿論等間接的

政治參與到直接入閣，將使政府機構在政策取向和組織構成上與利益集團融為一體，

而不能真正為廣大公眾的利益服務，
329

2002 年 1 月 3 日到 2002 年 1 月 15 日期間北

廠 (Северная верфь; Severnaya Verf) 已準備好許多招標文件想要參與該項招

標，330北方造船廠是俄羅斯唯一擁有建造現代級驅逐艦 (Sovremenny Class destroyers) 

經驗的企業，此前已經爲中國建造了兩艘，而且爲拿到這個新訂單，該廠已經投入

大筆資金，購買了鋼材及不少必要的設備，還支付了設計費用，並制定了建造技術

方案，因此北廠的策略之一是先行充實實力並詳實擬定方案與支付費用。 

波羅的海造船廠 (Baltiisky Zavod shipyard;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的領導層利用印

度的錢進行企業私有化改革，後來，爲了填補虧空(有關方面估算超過 5000 萬美元)

完成艦船的建造工作，波羅的海造船廠試圖向北方造船廠挪借爲中國海軍建造兩艘

                                                 
329李建民，「俄羅斯金融寡頭暨官僚資本主義探源」(Jan 06 2003)，俄羅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網站，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24_oys/Production/projects36/005.htm。 
330 “apropos of construction contract of ships for Chinese NAVY”(15 January 2002), 
http://www.npc-m.ru/news/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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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逐艦的一筆合約(價值爲 14 億美元，仗著當時主管國防工業的副總理伊裡奇‧克

列巴諾夫 (Ilya Klebanova;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 的支持，波羅的海造船廠指責對手沒

有向國家支付葉里欽時期遺留下來的兩艘艦船船體的使用費，北方造船廠計劃以此

為基礎為中國建造兩艘驅逐艦，此後不久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談妥了總額為 1 億

8262 萬盧布的國債 (National Debt) 清償進度表，但是因為財政部庫德林 (Alexei 

Kudrin) 的干預，合約最終還是轉給了波羅的海造船廠，
331北廠在擬定方案及支付費

用之後，為了可順利在招標委員會 (tender committee) 中得標所採取的策略之一便是

服從決策方國防部 (Ministry of Defence., RF;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РФ) 的要求清

償國債，北廠如此的舉動的目的是加強與國防部之間的互動並促使國防部可順利將

訂單給予北廠 (請見表 2-8) 。 

在 克 列 巴 諾 夫 簽 約 之 後 ， 新 專 業 與 概 念 公 司  (New Programs and Concepts 

(NPC) ,Новые программы и концепции, НПК) 準備在 2001 年 4 月造船局 (Russian 

Shipbuilding Agency;Россий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удостроению) 決議的基礎上參與招

標，2001 年四月，俄國造船局及其局長波斯佩羅夫 (V. Pospelov; Владимир Поспелов) 

在北方造船廠的事先運作下而受到影響，因此俄國造船局屬意由北廠得標，北廠最先

採行的策略是運用其政商關係 (Relation between Business, oligarchy and Politics) ，北方

造船廠透過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f 

Russia, RPPS) 、普加契夫(Sergey Pugachev) 、卡西亞諾夫 (Mihail Mihaylovich Kasyanov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 之間的政商關係及利益的交換而向俄國造船局施加

壓力，而向俄國造船局運作與遊說，因此卡西亞諾夫最初的決定是由北方造船廠得標

且俄國造船局屬意北方造船廠得標，但是到 2002 年整個情況改變了，在中國與俄羅

斯之間訂單談判，談判的結果是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中俄兩國簽約並由俄國武器公司

(Rosoboronexport) 在 2002 年 1 月 3 日決議由北方造船廠得標，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承認

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之間的問題是：補償的總額由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門及國家資產

委員會等單位一起協調；其次是北廠否認在與中國簽約前夕受到波廠開始運作的影

                                                 
331任之，「自釀苦酒 俄可能喪失亞太海軍軍火市場」(July 25 2003)，艦船知識網絡版，

http://www.wforum.com/shishi/posts/487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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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332對於北方造船廠而言，國債的補償與招標的得標與否息息相關，因此北方造船

廠對於國債補償一事，北方造船廠所採取的策略是由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門及國家資

產委員會等單位一起協調，而簽約前夕北方造船廠所採取的策略便是積極的透過政商

關係向決策部門關說及遊說，北方造船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關說與運作軍售決

策，
333因此北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有政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方有利益上的互換，

隨後就由卡西亞諾夫下令後俄國造船局將訂單轉交給北廠 (請見表 2-8) 。334 

爲了取得這場勝利，新專業與概念工業控股公司付出了很高的代價：公司董事

長鮑‧庫責克 (Boris kuzyk; Б. Н. Кузык) 爲了保障對公司業務的政治支援，把公司

的 控 股 賣 給 了 俄 羅 斯 國 際 工 業 銀 行  (Mezhprombank; Межотрасле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банк) ，庫責克已出售股權給普加契夫，庫責克出售股權的條件

是希望普加契夫有能力能夠保護他免於受到攻擊，在 2002 年 1 月 3 日決議由北廠得

標前，新概念與專業公司在軍售中國的訂單上遇到了問題，庫責克由於受到破產的

打擊而運用與普加契夫的夥伴關係增加其政治影響力，庫責克需要普加契夫的政治

支援，進而使庫責克可以透過銀行巨大的資金執行訂單並給與普加契夫高額的利

潤，伊斯特 (IST; ИСТ) 集團已控制北廠百分之 18 的股權，
335

縱使北方造船廠承造

所有現代級驅逐艦，造艦經驗豐富，船廠為競標也投入大量資源，購入鋼材和設備，

並且制訂建造技術方案，終因政治因素落選，336在北廠的庫責克售股給普加契夫一

事上，北方造船廠所採取的策略是，由波塔寧 (V.O. Potanin;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 與楚拜斯(Anatoliy Borisovich Chubays; 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Чубайс) 及普

加 契 夫 同 時 都 是 俄 國 工 業 家 與 企 業 家 協 會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f Russia, RPPS) 的成員，因此庫責克 (Boris kuzyk Б.Н.Кузык) 與北廠

利用了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聯盟及普加契夫做為其向外關說遊說利益的管道，庫責

                                                 
332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333 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334 “Приплыли”(18.03.2002),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равды, 
http://www.lenpravda.ru/reading1.phtml?id=2276 
335 Анатолий Темкин,” Кузык нашел партнера”, (Oct 17,2002) FLB.Ru, 
http://www.flb.ru/info/12794.html 
336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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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售股給普加契夫的另一用意是庫責克希望利用普加契夫與聖彼得堡幫 (St, 

Petersburg Bloc) 的良好關係而為其遊說與關說，普加契夫與普欽的得力助手伊戈

里‧謝欽建立了很好的合作關係，庫責克售股給普加契夫的目的就是利用普加契夫

與謝欽的良好關係為其向普欽總統及軍售訂單決策諸部門遊說，普加契夫與楚拜斯

及波塔寧如上所述都是俄國企業家與工業家協會成員，其次三人也都是北廠的股東

及控制人，因此北廠在葉里欽幫中的勢力可說擴及到俄國企業家與工業家聯盟，北

廠的軍售收入是楚拜斯及波塔寧的主要財務來源，因此北廠憑藉葉里欽幫的政治人

物及商界人物的支持以擴展其政商關係，同時也對北廠爭取軍售訂單有其雄厚的政

商資源。 

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Rosoboronexport) 與中國政府達成軍售的

協議，俄國造船局的調和決策被北廠所接受，北方造船廠已經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談妥了價格條件並且也與中國政府約定在談判結束之前交付船艦，北廠依據契約須

將武器現代化，
337對於俄國造船局 (Russian Shipbuilding Agency;Россий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удостроению) 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北廠的策略是先接受造船廠的調和政策且

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議定價格與條件，北方造船廠與造船局之間的調和政策是指以

談判議定達成協議並依契約造船，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企圖獲得更多的中間費用，但

是北方造船廠老闆庫責克不同意，北方造船廠以不同意給予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中間

費用的策略迫使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和其議定談判，並且在議定過程中，北方造船廠

的策略是北方造船廠威脅利誘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以 1.4 億美元的價格簽約。 

北方造船廠為了籌措資金來源的策略與做法是 2001 年底時，波塔寧放棄他所有

的國際羅斯集團 (Interros Group) 在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給予新專

業與概念公司，因此波塔寧為了使北廠得標將股份售予新專業與概念公司，北方造

船廠諸多策略的目標企圖控制武器出口的資金流向，北方造船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

費用 60.39 億關說與運作軍售決策，
338因此北方造船廠運用其政商關係，並且利用未

繳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關說與運作軍售決策，顯然北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有政

                                                 
337 The business Chronicle "(Feb 7 2002), N3 on January, (5/28 On February, 4: Military-industrial 
scandal”,” http://txt.newsru.com/bc/07feb2002/bc4.html 
338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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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方有利益上的互換，也就是說北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向俄國造船局、卡西亞諾夫總理及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 (Committee o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of R.F.; Комитета РФ п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КВТС)) 主

席德米特里耶夫 (M. Dmitriev; Михаила Дмитриев) 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

列‧別勒亞尼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 等人關說遊說，因此俄

國造船局、卡西亞諾夫總理及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里耶夫及俄國武

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列·別利尼亞諾夫等決策者願將訂單給予北廠，同時新專業與概

念公司為了使國防部將造船訂單轉移給北廠而與國防部達成協議以 7 比 3 的造船費

用分攤的決議，也就是說北方造船廠的策略是為了促成國防部將訂單轉移給北廠而

與國防部協議造船費用，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為了使國防部將造船訂單轉移給北廠而

與國防部達成協議以 7 比 3 的造船費用分攤的決議，北廠欠國庫 3 億元，
339北方造

船廠也與國防部和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協調好預備要在 2000 年初時先賠償 6 億美元，

並且北方造船廠也打算在契約義務完成後就給付該筆的賠償金，由此可見北方造船

廠所採取的策略是企圖以費用協議方式，北廠讓渡給俄國國防部較少的費用分配，

在此費用分配下北廠以其與俄國國防部之間的政商關係，與俄國國防部進行利益的

交換，北廠希望以此換取俄國國防部將訂單給予北廠。 

楚拜斯利用其在沃洛申集團 (Voloshin Bloc) 中良好的關係為波塔寧及庫責克

的北方造船廠爭取到軍售的利益，國際羅斯集團的股東有原梅那捷普銀行 (Menatep 

bank; Meнaтeп банк) 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原橋銀行 (MOST; МОСТ) 總裁古辛斯

基 (Vladimir Aleksandrovich Gusinskiy; V.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усинский) 及波塔寧，因此

北方造船廠是由霍多爾科夫斯基、古辛斯基、波塔寧、普加契夫及楚拜斯等大股東

所共同持有，庫責克售股給普加契夫的目的就是利用普加契夫與謝欽 (Igor Ivanovich 

Sechin) 的良好關係為其向普欽總統及軍售訂單決策諸部門遊說，北廠憑藉葉里欽幫 

(Yeltin Bloc) 的政治人物及商界人物的支持以擴展其政商關係 (Relation between 

Business, oligarchy and Politics) ，同時也對北廠爭取軍售訂單有其雄厚的政商資源。 

                                                 
339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ь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Темкин,” Эсминец тонет в бумажном море”(16 января 
2002), Ведомости, http://www.npc-m.ru/press/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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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廠的媒體因應策略 

 

在軍工企業之間的媒體戰，在媒體對政府機關迅速的調查後，伊斯特集團(攻擊

方)運用媒體對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發動最大的宣傳攻勢，而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還擊

攻勢是對外表示其有較好的品質以及對外宣稱其有廣泛的影響力，兩家造船廠之間

的戰爭已被許多錯誤的資訊與諸多的遺漏所誤導，從危機一開始時，三個攻擊新專

業與概念公司的鼓動教唆者----波羅的海造船廠、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克列巴諾夫副

總理，新專業與概念公司堅持拒絕涉入此事件，新專業與概念公司並沒有立刻認清

敵手，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總裁庫責克相信是跨區域投資銀行 (Interregional Investment 

Bank) 及其所屬的楊塔 (Yantar) 造船廠首先掀起對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攻擊，跨區

域投資銀行在與國有企業莫斯科直升機工廠對抗衝突時，跨區域投資銀行在遊說、

立法、媒體影響上已有相當充足的經驗。 

在俄國國家杜馬 (Gosudarstvennaya Duma;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團結黨

(Unity) 黨團召集人別赫金 (Vladimir pekhtin; Владимир Пехтин) 調查一筆與北方

造船廠積欠國庫費用有關的事件中，別赫金發現北方造船廠所積欠的國庫費用就是

北方造船廠涉入軍售弊案的資源，也就是說北方造船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關說

與運作軍售決策，
340聯邦西北區仲裁法院已體認到俄國財政部未經授權，俄國最高

檢察官也已調查了北方造船廠積欠國庫 60.39 億，北方造船廠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於 1998 年春時簽訂合作造艦的協議，在北方造船廠履行契約之後，北方造船廠應該

退還剩餘的聯邦預算款項，但國防部只好一直忍耐著而不做聲色。 

2000 年時，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已協調建造費用為 18.26 億盧布，然而在 2002

年時，財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在俄國國會稽核委員會 (committee of Audit) 的根

據上認為未完成的造艦未達評價的標準，並且俄國財政部也向仲裁法院 (Court of 

Arbitration) 提出建議，北方造船廠聲稱為了設備而將費用提高到 60.39 億盧布，但

法院也要求北方造船廠 19.2 億盧布做成設備，2002 年 12 月，有關控訴已獲解決，

                                                 
340 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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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最高檢察官判定北方造船廠負有 18.26 億盧布的償還義務，北方造船廠也已償

還 18.26 億盧布。341 

評析北廠的策略 

(一) 因為最初將訂單給予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決議是由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

員會主席德米特里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列·別勒亞尼諾夫所決策的，但

是之後普欽見到訂單最後由北廠獲得後就呼籲要限制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成功的取得

訂單!!
342由此可見庫責克與北廠利用了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及普加契夫做為其

向外關說遊說利益的管道的策略是失敗了。 

(二) 北方造船廠售股給普加契夫，北廠企圖藉普加契夫換取獲得訂單的助益與

機會，然而普加契夫不會笨到破壞他與政府和普欽之間的關係，因此北廠此策略是

失敗的策略。 

(三)北方造船廠透過與武器出口部門、媒體、卡西亞諾夫、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

協會、普加契夫及波塔寧等之間的政商關係，北廠給予金錢或股權給武器出口部門、

媒體、卡西亞諾夫、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普加契夫及波塔寧等人，希望藉此

換取在招標中可以得標的機會。 

(四) 庫責克售股給普加契夫的目的就是利用普加契夫與謝欽的良好關係為其

向普欽總統及軍售訂單決策諸部門遊說，北廠憑藉葉里欽幫的政治人物及商界人物

的支持以擴展其政商關係，同時也對北廠爭取軍售訂單有其雄厚的政商資源。 

 

 

 

第二項  波羅的海造船廠的主張與策略 

 
 
 

                                                 
341 Alexey Klepikov,” " NORTHERN SHIPYARD " HAS WON DISPUTE” (22.03.2004), garweb, 
http://www.garweb.ru/project/vas/news/smi/04/03/20040322/8651997.htm 
342 Anatoliy Temkin, Aleksey Nikol'skiy,” "northern shipyard" remained outboard:Chinese destroyers 
will build at the Baltic plant”(21 January 2002), lists, http://www.npc-m.ru/pres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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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年 12 月 25 日，波廠和楊塔廠不停催促招標委員會，俄國與中國簽約(2002

年 1 月 3 日中俄兩國簽約)前夕波廠就開始運作訂單得標事宜，343波羅的海造船廠、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克列巴諾夫副總理鼓動教唆媒體對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發動最大

的宣傳攻勢，波廠的代理人及遊說勢力是聖彼得堡波羅的海造船廠的支持者是普欽

的親信政黨團結黨在國家杜馬中的領導人別赫金以及俄羅斯政府負責國防工業的副

總理克列巴諾夫 (請見表 2-14) 。 

由招標委員會依據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薦做成決議由波羅的海造船廠贏得訂單

一事來看，可以說是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所做出的決策，因此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得

標是由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船局等單位所決

策與決議，而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船局等單

位是要對付北方造船廠，普欽的親信部下聖彼得堡幫 (St, Petersburg Bloc) 人馬積極

搶奪葉里欽派系(Yeltin Bloc) 人馬所控制的政治、經濟資源，雙方鬥爭激烈，驅逐

艦合約也變成了這場鬥爭中的一個籌碼，
344克列巴諾夫和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第一副

總經理謝爾蓋‧切梅佐夫都是支持波羅的海造船廠，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第一副總經

理謝爾蓋‧切梅佐夫 (Sergei Victorovich Chemezov) 被認為是常親近普欽總統的一位

重量級人物，345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中國政府達成軍售的協議，

俄國造船局的調和決策被北廠接受，北方造船廠已經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談妥了價

格條件並且也與中國政府約定在談判結束之前交付船艦，北廠依據契約須將武器現

代化，但是在 2002 年 1 月 3 日與中國簽約之前夕就已經有波羅的海造船廠為了中國

訂單的利益而開始著手推動反對北方造船廠得標的情況出現。 

 

波廠的策略 /波廠遊說克列巴諾夫 

波廠及其股東遊說克列巴諾夫後運用其影響力透過克列巴諾夫進而使得俄造船

局再加以考慮，波羅的海造船廠憑著副總理克列巴諾夫所領導的招標委員會的幫忙

                                                 
343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344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345 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 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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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標了，俄國對外軍售委員會與總統辦公廳及政府還有克列巴諾夫彼此間有聯繫

去提供國家支源軍企武器的出口，克列巴諾夫集團是以克列巴諾夫副總理、俄國控

制系統局 (Control Systems Agency(RASU)) 局長賽門諾夫 (Vladimir Simonov) 及其所

領導的俄國控制系統局、伊斯特 (IST; ИСТ) 集團總裁亞涅西斯 (Alexander Nesis) 、

波羅的海造船廠董事長蘇爾亞可夫斯基 (Oleg shulyakovskiy) 等人所組成的，這個派

系是從 1992 年由博利沙科夫 (Alexei Bolshakov; Алексея Большаков) 開始組成

的，
346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克列巴諾夫，波羅的海造船廠支付八億美元給俄國武器

出口公司、克列巴諾夫和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委員會，347波羅的海造船廠的策略及

動機是波廠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克列巴諾夫和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委員會之間達

成利益交換的協議，波廠以八億美元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克列巴諾夫和俄政府跨

部門的招標委員會交換訂單的獲取，因此 2002 年 1 月 19 日由國防部及軍事合作對

外委員會等代表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決議由波廠獲勝，在招標委員會依據俄國武器

出口公司推薦做成決議由波羅的海造船廠贏得訂單後，招標委員會與俄國武器出口

公司簽署協議，波羅的海造船廠也開始為簽署協議準備文件。 

波羅的海造船廠仗著當時主管國防工業的副總理伊裏奇‧克列巴諾夫的支援，

波羅的海工廠指責對手沒有向國家支付葉里欽時期遺留下來的兩艘艦船船體的使用

費，
348因此波羅的海造船廠給予克列巴諾夫回扣後取得了克列巴諾夫的幫忙，349克列

巴諾夫幫助波羅的海造船廠給予北廠積欠使用費的資訊及資料，而北方造船廠積欠

使用費一事同時被別赫金於俄國國會中提出，由於克列巴諾夫主管軍企且因職務之

便而擁有北廠積欠使用費的資料，因此整件弊案都是由克列巴諾夫主導，克列巴諾

夫在收取波廠的回扣及金錢後將北廠積欠使用費的資料給予別赫金，同時別赫金也

收取波廠的好處後而在俄國家杜馬中將北廠積欠使用費的弊案爆發後企圖使波廠得

                                                 
346Валентин Костенко, “Опекаемый Клебановым "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может сорв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нтракт＂(June 27 2003), Скандалы.ру, http://www.scandali.ru/news/news1046.html 

 
347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348 「俄海軍節以醜聞告終 可能喪失亞太海軍軍火市場」(July 23 2003)，東方軍

事， http://mil.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462/20030725/class046200002/hwz1209729.htm。 
349 Виктор Литовкин,” Китайцев разыграли втемную”,(24-30 January of 2002), common newspaper, 
http://www.npc-m.ru/pres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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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所以波廠的策略便是以金錢收買了克列巴諾夫與別赫金為波廠進行獲取訂單的

計劃 (請見表 2-16) 。 

波廠的策略 /波廠遊說俄國造船局 

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簽下了為中國建造兩艘 956EM 軍艦共價值

1.4 億的契約，雖然俄國造船局一開始就已決定將訂單給予北方造船廠，
350波羅的海

造船廠及其股東波利麥托 (Polimetall) 運用他們足夠的政治影響力迫使俄國造船局

重新考慮軍售訂單的決策，351雖然經由北方造船廠的準備與運作，俄國造船局在一

開始就決定由北方造船廠造艦，然而主管俄國造船局的是克列巴諾夫，因此波廠及

其股東遊說克列巴諾夫後運用其影響力透過克列巴諾夫進而使得俄造船局再加以考

慮。 

 

波廠的策略 / 唆使別赫金查辦北廠 

別赫金從波廠獲得了許可，別赫金扮演了對北方造船廠相當不信任及抨擊的角

色，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已經持續地在競選的框架下對抗舊葉里

欽勢力的政治影響力，克列巴諾夫已成功的為波廠運作，別赫金已經在他的政商關

係中安排好對付葉里欽派 (Yeltin Bloc) 的整合並且也與接近葉里欽派的人相互協

調，因此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是為了國家杜馬選舉而對抗北方造

船廠，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從波羅的海造船廠那得到為波羅的海

造船廠遊說的佣金與回扣，別赫金受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委託而他用他的職權直接向

北方造船廠質問，2001 年 12 月 25 日，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在國

家杜馬中直接對國防部長伊萬諾夫 (Sergey Borisovich Ivanov;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Иванов) 、 審 計 長 申 捷 帕 辛  (Sergey Vadimovich Stepashin; Сергей Вадимович 

Степашин)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等人質問「為何北方造船廠沒

有賠償在 1997 年該廠出售中國船艦後的支出與費用？」別赫金反對海軍的運作問題

                                                 
350 “BALTIC SHIPYARD TO BUILD TWO DESTROYERS FOR CHINA “(Jan 19,2002) , NTI by the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http://www.nti.org/db/nisprofs/russia/naval/technol/resdespr/baltic.htm 
351 Aleksandr Klenov, "Objective: Two Destroyers," Profil, 14 January 2002; in "Klebanov Opens up 
Severnaya Verf Contract to Build Destroyers for China to Bidding by Competing Shipyards," FBIS 
Document  CEP20020114000323. {Entered 1/22/2002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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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對別赫金而言，從軍企的金錢收入來源的預算收據是可以查到一些的線索，別

赫金想要瞭解為何北廠尚未補償 1999 年到 2000 年為中國造艦的國家預算，在 2001

年年底時波塔寧已擁有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權，新專業與概念公司不

只為中國訂單鬥爭也為其他的訂單鬥爭，在 2000 年 12 月 1 日的 1953 號有關俄國軍

企對外軍售問題的總統令中說：俄國造船局被授權去決定武器交付與訂單的執行的

執行者與發展者，俄國海軍總司令 (Navy Commander-in-chief) 庫羅耶多夫 (Vladimir 

Kuroyedov;Владимира Куроедов) 已經回答了團結黨領袖別赫金的調查。
352 

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要求議會的稽核部門、財政部部長庫德

林、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等機構去指控控訴新概念與專業公司，同時別赫金

已經在他的政商關係中安排好對付葉里欽派的整合並且也與接近葉里欽派的人相互

協調，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成立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後，北方造船

廠債務處理委員會負責處理北方造船廠 182 億盧布的債務問題，在俄國國家杜馬團

結黨黨團召集人別赫金調查一筆與北方造船廠積欠國庫費用 60.39 億有關的事件

中，俄國國家杜馬團結黨黨團召集人別赫金調查一筆與北方造船廠積欠國庫費用有

關的事件中，別赫金發現北方造船廠所積欠的國庫費用就是北方造船廠涉入軍售弊

案的資源，也就是說北方造船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關說與運作軍售決策，
353因

此波廠的策略是在招標前夕賄賂關說別赫金，並且唆使別赫金在招標前查辦北廠的

貪污案而意圖促使北廠沒有得標。 

俄羅斯利益集團爲謀取自身利益，也特別加強了對政府要員和議會代表的遊

說，在涉及中俄軍售現代級驅逐艦事件中，波羅的海造船廠不僅對克列巴諾夫做了

大量工作，還唆使國家杜馬代表控告北方造船廠拖欠 3 億美元稅款，並借此重新進

行招標，搶奪合約，
354爲了給該廠一個公平、競爭機會，克列巴諾夫倡議就新的造

艦計劃進行公開招標，2002 年 1 月 4 日，也就是中俄雙方正式簽署造艦合約的第二

天，俄有關部門根據克列巴諾夫授意，宣佈就製造合約進行新的招標，參加競標的

                                                 
352“The business Chronicle “(Feb 7 2002), N3 on January, (5/28On February, 4: Military-industrial 
scandal”,” http://txt.newsru.com/bc/07feb2002/bc4.html 
353 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354 「自釀苦酒 俄可能喪失亞太海軍軍火市場」(July 25 2003)，深圳熱線，

http://www.szonline.net/content/2003/200307/20030725/1948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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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俄羅斯北方造船廠、波羅的海造船以及加裏寧格勒造船廠，經過認真的考察和分

析，2002 年 1 月 19 日，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俄國聯邦造船

局局長波斯佩羅夫 (V. Pospelov; Владимир Поспелов) 、俄羅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

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俄國海軍總司令庫羅耶多夫等人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

做成了一些決議與決策，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委員會於 2002 年 1 月 19 日宣佈波羅

的海造船廠獲勝 (請見表 2-15) 。
355 

柯爾扎可夫 (Aleksandr Korzhakov; Korzhakov-clan) 、巴爾蘇科夫 (Mikhail 

Barsukov)、索斯科維茨 (Oleg Nikolayevich Soskovets; Олег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осковец) 、

克列巴諾夫等人構成的集團 (Korzhakov-Barsukov-Soskovets- Klebanov clan) ，其基礎

是一些軍工綜合體企業和貴重金屬及戰略金屬部門；保留著許多前蘇聯時期農工綜

合體 (Agribusiness; Agriculture Industrialized complex) 結構的農業集團；圍繞在當時的

總統辦公廳主任費拉托夫 (Sergey Filatov) 和第一副總理楚拜斯周圍的西方派，他們

的權力支柱是國有資産管理委員會 (State Committee for the Management of State 

Property) 和與國際金融組織的關係，一些利益集團代表仍占據高位，俄羅斯副總

理、中俄總理定期會晤委員會(Joint Commission for the Regular Meetings between 

Chinese Premier and Russian Prime Minister) 俄方主席的克列巴諾夫原是聖彼得堡光學

聯合企業總經理 (The Leningrad Optics and Mechanics Association (LOMO)) ，後來掌管

俄軍工綜合體和武器出口，是俄軍工利益集團的重要代表，1997 年軍工綜合體的重

要院外支持者包括：國防工業部 (Ministry of Defense Industry) 部長巴克 (Zinovy 

Pak) 、 國 防 部 長 羅 鳩 諾 夫  (Igor＇ Nikolayevich Rodionov;Игорь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дионов) 、軍工綜合體的地方領導人(包括涅姆佐夫 (Boris Efimovich Nemtsov; 

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 Немцов) ) 、俄共(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主席久

加 諾 夫  (Gennadiy Zyuganov; 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Зюганов) 、 安 全 會 議 秘 書 

(Secretary of Russia's Security Council) 科科申 (Andrei Kokoshin) 、國防會議秘書 

(secretary of the Defense Council) 巴圖林 (Yuri Baturin) 和杜馬代表羅赫林。 

仗著當時主管國防工業的副總理伊裏奇‧克列巴諾夫的支援，波羅的海工廠指責

                                                 
355 「俄羅斯兩大造船廠起爭端中國購艦計劃面臨“擱淺＂」(Oct 16 2002)，華夏經緯網，

http://viewcn.com/HuaXiaZhouKan/JunQingGuanCha/GBK/113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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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沒有向國家支付蘇聯時期遺留下來的兩艘艦船船體的使用費，北方造船廠計劃

以此爲基礎爲中國建造兩艘驅逐艦，不久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談妥了總額爲1億8262

萬盧布的國債清償進度表，但是因爲財政部長庫德林的干預，2002年1月19日波羅的

海造船廠獲勝得標，合約最終還是轉給了波羅的海造船廠。
356

 

在購入了波廠控制的零件後，伊斯特集團決定成為一個軍事造船的獨占企業，

在伊斯特旗下的公司有波廠、波依爾特別設計局 (Boiler fabrication special design office 

(BFSDO);котлостроения) 等公司，伊斯特計劃要組成聯合控股公司並規劃獨占的

計劃，伊斯特集團的獨占計劃中唯一的障礙就是北廠，但伊斯特集團無法足夠完全

控制北廠，在中國海軍與北廠訂購了兩艘現代級驅逐艦後，克列巴諾夫被迫參與定

位不明且非法的招標委員會而宣布波廠得標，之後，波廠寄黑函給從國防部到反獨

占政策的單位，
357在北方造船廠 2002 年春天的股東大會上，伊斯特集團要求其代表

加入北方造船廠董事會和監察委員會，但伊斯特集團的這一請求遭到拒絕，對此，

伊斯特集團一直耿耿於懷，而且放出風聲要把自己持有的北方造船廠的股份賣給另

外一家公司，俄羅斯正在研究在北方造船廠的基礎上建立大型艦船工業集團問題，

這引起了一些造船廠的擔憂，一些效益仍好的造船企業擔心此舉會使他們失去獨立

法人的地位，因此如何免遭這一厄運或者最大限度地爭取自己的獨立地位已成爲一

些造船企業的頭等大事，其中也包括波羅的海造船廠。
358 

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報價比政府與中國簽的合約價少八億美元，這八億美元直接

作為好處費，支付給那些曾經為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並取得勝利的官僚和政客，359波

羅的海造船廠所開出的建造「現代級」驅逐艦的價格較低，僅為六億美元，而中國

與俄羅斯這次簽訂的合約總價是十四億美元，360波廠的策略是以所開出的建造驅逐

                                                 
356 「俄海軍節以醜聞告終 可能喪失亞太海軍軍火市場」(July 25 2003)，東方軍事，

http://mil.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462/20030725/class046200002/hwz1209729.htm。 
357 Валентин Костенко,”ВОЕННО-КОРАБЕЛЬНАЯ МОНОПОЛИЯ”(27.06.2003), Русский курьер, 
http://www.scandali.ru/news/news1046.html 
358 「俄羅斯兩大造船廠起爭端中國購艦計劃面臨“擱淺＂」(Oct 16 2002)，華夏經緯網，

http://viewcn.com/HuaXiaZhouKan/JunQingGuanCha/GBK/113232.html。 
359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360康·蘭特拉托夫、伊·布拉溫，「俄廠商爭奪中國訂貨:可能無法按時交驅逐艦(圖)」(July 09 2003)，

中華網，http://www.china.org.cn/chinese/junshi/3624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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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的價格要比合約價少八億美元的策略得標，361波羅的海造船廠是戰勝者，波羅的

海造船廠說：「依據事實我們企業選擇了我們熱衷的目標，我們鎖定了最有利益的

條件，波羅的海造船廠的造船生產成本在招標中是遠低於其他的造船廠」，362波廠

以其技術及政經優勢及其良好的政商關係得標，更重要的是波羅的海造船廠善於利

用其政商關係而在爭取招標過程中運用致勝的策略而獲取了招標，對於俄國家杜馬

稽核委員會 (committee of audit)的記錄將對中國訂單的給予有何影響力方面的解

釋，團結黨國家杜馬召集人別赫金說：「我們認為這中國的訂單契約將給予可以更致

力於國家利益的公司。」
363

 

    聖彼得堡工業家亞涅西斯比庫責克還占上風，在聖彼得堡造船廠以及北方造船

廠與波廠之間合併的競爭，亞涅西斯擁有波羅的海聯合造船複合體 (Baltic United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 (BOSK)) ，波羅的海聯合造船複合體比起北方造船廠有絕

對的技術優勢，因為波羅的海聯合造船複合體不能在沒有已生產好的設備下就交付

船艦，因此亞涅西斯說：「他不能投下巨資為中國造船」，3642002 年 1 月 19 日由國

防部及軍事合作對外委員會等代表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決議由波廠獲勝，波羅的海

造船廠是戰勝者，波羅的海造船廠說：「依據事實我們企業選擇了我們熱衷的目標，

我們鎖定了最有利益的條件，波羅的海造船廠的造船生產成本在招標中是遠低於其

他的造船廠」，因為波廠提供了較對手為多的利益條件，同時也由於中國持續保持對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在訂單招標上決策的影響力而使決策部門備感壓力。365 

在 2002 年 1 月 19 日，俄國造船局局長波斯佩洛夫領導一個政府委員會選擇了

波羅的海造船廠來為中國造船，366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簽下了為中

國建造兩艘 956EM 軍艦共價值 1.4 億的契約，雖然俄國造船局一開始就已決定將訂

                                                 
361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362 Constantine Sholmov,” Baltic plant took the Chinese ships”(22 January 2002), business Petersburg, 
http://www.npc-m.ru/press/57 
363 Lyuba Pronina, “Audit Report Puts Shipyard Deal in Danger”(April 23, 2002), ITAR-TASS, 
http://www.sptimesrussia.com/archive/times/764/top/t_6309.htm 
364 “White knights and black”(21 Feb 2003) , The Russia Journal, 
http://www.therussiajournal.com/index.htm?obj=35462 
365 Constantine Sholmov,” Baltic plant took the Chinese ships”(22 January 2002) , business Petersburg, 
http://www.npc-m.ru/press/57 
366 Interfax, 19 January 2002; in "Russia to Build Two Destroyers for China," FBIS Document 
CEP200201190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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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給予北方造船廠，367波羅的海造船廠及其股東 Polimetall 運用他們足夠的政治影

響力迫使俄國造船局重新考慮軍售訂單的決策，368這也顯示出波羅的海造船廠的母

公司--由前總理阿‧博利沙科夫 (Alexei Bolshakov; Алексея Большаков) 領導的

HCT 集團有意破壞合約，以導致競爭對手破產。 

波廠的策略 /波廠遊說武器出口公司 

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在 2001 年底時就開始著

手推動圍繞在北方造船廠的醜聞，
369波羅的海造船廠與國防部及軍售決策部門的政

商關係相當良好，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克列巴諾夫，波羅的海造船廠支付八億美元

給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克列巴諾夫和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委員會，
370

波廠的策略是

遊說與關說了國防部及軍售決策部門後，2002 年 1 月 19 日，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俄國聯邦造船局局長波斯佩羅夫、俄羅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

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俄國海軍總司令庫羅耶多夫等人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

做成了一些決議與決策後將訂單給予了波羅的海造船廠。 

國防部長伊萬諾夫的人馬有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俄羅斯與

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2002 年 1 月 3 日前波廠找克列巴諾夫

幫忙後克列巴諾夫召開招標委員會，所以跨部門招標委員會等於是國防部長伊萬諾

夫的人馬加上克列巴諾夫的人馬，同時由於以 KGB 為首的安全部門與強力部門是控

制軍售決策部門的主要勢力，因此波廠與安全強力部門及聖彼得堡幫的關係良好，

從中穿針引線的人是克列巴諾夫，因此波廠關說了俄國武器出口決策部門且與其交

換利益後獲取了訂單，招標委員會的聖彼得堡幫的人主張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勝利不

是因為推薦的聲音，而是波廠對造船的利益條件提出較有利的條件所致，
371波羅的

                                                 
367 “BALTIC SHIPYARD TO BUILD TWO DESTROYERS FOR CHINA “(Jan 19,2002) , NTI by the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http://www.nti.org/db/nisprofs/russia/naval/technol/resdespr/baltic.htm 
368 Aleksandr Klenov, "Objective: Two Destroyers," Profil, 14 January 2002; in "Klebanov Opens up 
Severnaya Verf Contract to Build Destroyers for China to Bidding by Competing Shipyards," FBIS 
Document  CEP20020114000323. {Entered 1/22/2002 EF} 
369 Ekaterina Titov ,“The business Chronicle "(Feb 7 2002), N3 on January, (5/28 On February, 4: 
Military-industrial scandal,http://txt.newsru.com/bc/07feb2002/bc4.html. 
370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371 Виктор Литовкин,” Китайцев разыграли втемную:Чиновники заработают на экспортном 
контракте 80 млн долларов”(24-30 января 2002), Общая газета, http://www.npc-m.ru/pres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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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造船廠也得到了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間以金錢換取合作的關係與契機，這也可以

說是波羅的海造船廠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之間進行政商勾結，並且波羅的海造船廠

也可藉以維護其派系利益與財團利益。 

波廠參與招標的策略 

根據波羅的海造船廠總裁蘇爾亞可夫斯基的說法，波羅的海造船廠將不會參與

招標，盡管波羅的海造船廠擁有許多豐富的造船經驗與力量，但是波羅的海造船廠

仍以分包商的角色參與造艦，波羅的海造船廠後來在招標委員會中得標且是主要製

造商的角色，因此波羅的海造船廠總裁蘇爾亞可夫斯基的策略是對外試圖轉移焦

點，使外界以為波廠是試圖奪取分包商，但事實上波廠已經在遊說與關說俄國國家

杜馬議員別赫金及副總理克列巴諾夫了，但是在與中國簽約之前夕就已經有波羅的

海造船廠為了中國訂單的利益而開始著手推動反對北方造船廠得標的訊息出現，波

廠為了贏得招標，波廠在廠內製造過程中採用的策略是壓低成本，波羅的海造船廠

的施工成本是比其他兩家還要低，同時波羅的海造船廠推動大規模產品生產過程的

現代化和造船技術的運用。 

運用媒體的策略 

在軍售弊案中對付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軍企就只有伊斯特集團，外界對伊斯特

集團的玩弄媒體的印象是作秀，並且新專業與概念公司運用媒體做為在很大程度上

的掩飾與影響，一些媒體間的攻擊集中在行政與國會的範圍上，影響媒體間的攻擊

是記者為了要使涉入衝突的人受到誤導或是要脅迫涉入衝突的人，而沒有直接針對

敵手，波廠與 TVTs channel 合作聯手將別赫金在國家杜馬中質詢一事批露出來，伊

斯特集團(攻擊方)運用媒體對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發動最大的宣傳攻勢，到了 2001 年

底時，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召集人別赫金在國家杜馬中質詢有關北方造船廠積

欠國庫費用一事，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召集人別赫金在國家杜馬中質詢一事首

先被 TVTs channel 報導出來，TVTs channel 被大眾認為與聖彼得堡幫之間有所關係，

2002 年 1 月 3 日時事件的發展已經很清楚了，整個事件是別赫金對北方造船廠的質

詢與調查和 TVTs channel 以廣播宣傳方式攻擊北方造船廠，2002 年 1 月 19 日，在俄

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的招標會議中，俄國造船局、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

司決議將契約執行權給予波羅的海造船廠，顯然波廠運用媒體攻擊北廠的策略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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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波廠與 TVTs channel 合作聯手將別赫金在國家杜馬中質詢一事批露出來，伊斯

特集團(攻擊方)運用媒體對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發動最大的宣傳攻勢，而新專業與概

念公司的還擊攻勢是對外表示其有較好的品質以及對外宣稱其有廣泛的影響力，兩

家造船廠之間的戰爭已被許多錯誤的資訊與諸多的遺漏所誤導。 

在伊斯特集團與新專業與概念公司之間的衝突是高層間派系的衝突，伊斯特集

團與新專業與概念公司之間的衝突是 2001 年秋天時聖彼得堡幫 (St, Petersburg Bloc)

與舊葉里欽家族派系之間深層鬥爭的反應，聖彼得堡幫與舊葉里欽家族派系是權力

力量的結盟，伊斯特集團向有權力的人士進行遊說而對付新專業與概念公司，在軍

售弊案中對付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軍企就只有伊斯特集團，外界對伊斯特集團的玩

弄媒體的印象是作秀，並且新專業與概念公司運用媒體做為在很大程度上的掩飾與

影響，一些媒體間的攻擊集中在行政與國會的範圍上，影響媒體間的攻擊是記者為

了要使涉入衝突的人受到誤導或是要脅迫涉入衝突的人而沒有直接針對敵手。
372 

 

 

 

第三項  軍售中國訂單決策階層的主張與策略 

 
 
 

普欽的策略 

普欽 (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的角色是於

決策後完全授權給伊萬諾夫，而由伊萬諾夫執行，普欽的親信部下人馬積極搶奪葉里

欽派系人馬所控制的政治、經濟資源，雙方鬥爭激烈，驅逐艦合約也變成了這場鬥爭

中的一個籌碼，
373俄國的對外軍售政策在決策階層中，明顯有多個派系及意見干涉其

中而發生鬥爭情事，並且在俄國政府的決策階層中完全失序，在派系干涉軍售中國的

                                                 
372 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 '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 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373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1/26/2002)，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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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的鬥爭中，圍繞在俄國政府周圍的眾多權力黨及派系盡可能得打擊俄國軍售決策

上的壟斷，因此普欽的策略首先就是先搶奪俄國軍售出口決策階層的控制權；其次普

欽整肅葉里欽遺留下來的軍企寡頭勢力，建立以國家安全團隊 (National Security bloc) 

為主幹的軍售中國的決策執政團隊，以鞏固其政權 (Consolidating Power) 基礎，普欽

上任後有計劃得為了擴大鞏固權勢而整頓國防體制與整肅寡頭，因此將自己的親信安

插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國防部內且加強國防部在對外軍售與武器輸出管制上的權

力，在軍工管理體系中的分裂正反映出舊葉里欽克里姆林宮勢力派系與新總統普欽及

其隨從派系之間的鬥爭，在俄羅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 (Promexport, 

Промэкспорт) 與俄羅斯工業品出口公司 (Rosvooruzheniye, Росвооружение) 之間

的緊張狀態伴隨著舊葉里欽派系(Yeltin Bloc) 與普欽及聖彼得堡幫 (St, Petersburg Bloc) 

之間的鬥爭而有逐漸擴大的情勢，當舊葉里欽克里姆林宮勢力派系失去了政治影響力

後，俄羅斯工業品出口公司也被逐出政治界而失勢，因此有許多原本屬於俄羅斯工業

品出口公司所管理的訂單契約也因而全部移交給俄羅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

出口公司 (Promexport, Промэкспорт)。 

在 2000 年 11 月時，普欽簽署了在俄羅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

及俄羅斯工業品出口公司基礎上建立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Rosoboroneksport) 的法

案，同時俄羅斯工業品出口公司總裁奧加略夫 (Aleksei Ogarev) 被迫去職，俄羅斯

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總裁切姆佐夫 (Sergei Chemezov) 被任命為俄

國武器出口公司的第一副總裁；俄羅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的副總

裁別勒亞尼諾夫則成為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總裁，
374在普欽執政後，也立刻對外武

器出口領域進行調整，更近一步加強了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壟斷地位，該公司的主

要負責人都是前職業情報人員出身，是普欽的親信，普欽以前在 KGB 的同事別勒亞

尼諾夫現任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經理；普欽以前在 KGB 的另一位同事切姆佐夫則任

職於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別勒亞尼諾夫和切姆佐夫對總統有極大的影響力 (請見表

2-14) 。 

                                                 
374 Il'ya Bulavinov,Kommersant. Publishing 
House,http://www.kommersant.com/tree.asp?rubric=3&node=36&doc_id=30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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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欽的親信人馬積極搶奪葉里欽派系人馬所控制的政經資源，375在 1999 年 9 月， 

切姆佐夫被任命為俄羅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的總裁，在普欽當政開

始的時候，切姆佐夫被任命為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首席總裁，376至此普欽已完全控制

了軍售出口決策階層，並且也實現了他的第一步控制軍售決策的計劃，俄國武器出口

公司合併案總統令的本文則係由國安會秘書長為謝爾蓋‧伊萬諾夫主導，377普欽是務

實派，普欽是拿一派制衡另一派，自身則試圖維持超然地位，普欽總統團隊安排設計

許多軍售外國的事件使得其可以控制軍售，在普欽控制了軍企管理系統部門後，舊葉

里欽派喪失了對軍工複合體的控制，因此經官派與安官派 (National Security bloc) 兩派

自然會爭取政經資源以求生存。 

普欽上任後有計劃得為了擴大鞏固權勢而整頓國防體制與整肅寡頭，因此將自

己的親信安插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國防部內且加強國防部在對外軍售與武器輸出

管制上的權力，普欽的人事布局是由周邊親信來鞏固政權，以逐步削弱葉里欽派的

影響力，
3782000 年 11 月及 2000 年 12 月時，俄國武器出口管理系統修正，俄國國防

部在俄國武器出口管理系統中的影響力及地位已被提升到如同總理的地位，在普欽

接任總統之後，普欽總統開始規劃新的軍企管理系統，這規劃是由國防部與強力部

門共同執行，這新的軍企管理系統賦予國防部在總統的直轄之下具有規劃與執行武

器出口政策上一個主要的角色，2000 年 11 月普欽組建了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也是普

欽一系列的的國防工業體制改革中的一環，而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在組建後卻形成了

普欽親信強力部門派控制了該公司，同時也形成了該公司的壟斷，由於受強力部門

等安全顧問派管理的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控制了對外出口武器製造訂單的同意權，北

方造船廠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等軍工企業，為了要爭取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手中所擁有

的對外出口武器製造訂單的同意權，北方造船廠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等軍工企業，爭

相向俄國官員、普欽親信友人普加契夫、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等關說與賄賂，因此在

普欽親信強力部門派控制了該公司後為了俄中軍售雄厚的利潤而擅自更動了原先要

                                                 
375 「售中驅逐艦俄政府傳弊案 造價離譜中共成冤大頭」，中國民主正義黨 CDJP，

http://cdjp.org/02/archives/00000883.htm。 
376 Lyuba Pronina、Marat Kenzhetayev,＂Tapping Other Markets＂,the Center for Arms Control，
http://www.defesanet.com.br/noticia/themoscowtimes/page3.html. 
377普欽下令成立「俄羅斯軍火外銷公司」（譯自獨立報十一月九日） 
378 曾清貴譯，2001 東亞戰略概觀 (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館，民國九十年), 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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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北方造船廠的軍售訂單決議而引起北方造船廠與波羅的海造船廠相互爭食訂單的

弊案。 

這場契約戰爭伴隨著波羅的海造船廠贏得訂單而看起來像是新一輪戰爭的開

始，
379

但是普欽低估了克宮內部強力部門的獨立性，聖彼得堡幫與強力部門在這場

權力鬥爭中獲勝，強力部門與聖彼得堡幫的獲勝不只導致了資金流向重分配和經濟

力的影響範圍，並且也將導致改變了領導人的意識型態及其國內外的政策，這是一

場發生在總統辦公廳內部與發生在內閣中兩大派系間(內閣中屬葉利欽家族派系的

部長和屬聖彼得堡幫的部長)為了控制資金流向的戰爭，在這場爭奪戰中強力部門是

負責普欽總統與寡頭之間的組織動員。在 2001 年 2 月 5 日俄國造船局就接受建議，

將訂單給予北方造船廠，並且還經過普欽總統發布命令通過，但政府寧可祕而不宣，

2001 年 4 月，俄國造船局在北方造船廠的事先運作下而受到影響，因此俄國造船局

屬意由北廠得標，
380因為北廠的條件未能提供訂單，所以在之前的招標會中北廠並

未在計劃中，招標的決議立刻引起激烈的競爭，團結黨質疑北廠的財務條件，381但

是普欽見到訂單最後由北廠獲得後就呼籲要限制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成功的取得訂

單!!
382

 這是因為普欽看到北廠得標後呼鬱要限制北廠得標，因此俄國防部長伊萬諾

夫及克列巴諾夫等人便開始籌劃搶奪北廠得標的計劃，同時由於北廠的得標資格本

身也具有爭議，所以普欽政府寧可祕而不宣。 

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談妥了總額爲 1 億 8262 萬盧布的國債清償進度表，但是因

爲財政部的干預，合約最終還是轉給了波羅的海造船廠，
383

北廠的使用費弊案在俄

國會中被揭穿與調查是別赫金的策略與任務，聖彼得堡幫控制下的軍售決策階層的

策略是先使北廠因使用費弊案而製造出北廠不適得標的氛圈，之後的策略就是由財

                                                 
379 Lyuba Pronina,” Audit Report Puts Shipyard Deal in Danger”(April 23, 2002), 
SAINPETERBURGTIMES,http://www.sptimesrussia.com/archive/times/764/top/t_6309.htm 
380 Анна Невская, Илья Булавинов,＂ За д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эсминца они заплатят $1,4 млрд＂(9 января 
2002), Коммерсант Ъ, http://www.npc-m.ru/press/94 
381 Nikolai Novichkov, Vladimir Shvarev, ＂Destroyer under the carpet＂(16 January 2002), time MN, 

http://www.npc-m.ru/press/64 
382 Anatoliy Temkin, Aleksey Nikol'skiy,” "northern shipyard" remained outboard:Chinese destroyers 
will build at the Baltic plant”(21 January 2002), lists, http://www.npc-m.ru/press/55 
383 「俄海軍節以醜聞告終 可能喪失亞太海軍軍火市場」(July 23 2003)，東方軍

事， http://mil.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462/20030725/class046200002/hwz12097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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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及克列巴諾夫奉命分頭進擊，財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依法公告北廠不適合

得標之因，之後克列巴諾夫便計劃籌設招標委員會，而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則受到指

示及壓力後便推動推薦波廠的事宜以掩人耳目，而招標委員會便由俄武公司而決議

由波廠得標，上面所有的計劃與策略都是在普欽要求限制北廠得標後發生，因此充

份顯示出上述所有的策略均由普欽下令而由俄國防部長伊萬諾夫規劃與執行的鑿

痕。 

俄已成立了隸屬於政府的工業家和企業家協會，大部分金融工業寡頭都參加了

這一組織，並且推舉總理卡西亞諾夫爲該委員會主席，工業家和企業家協會中知名

度高而重要的成員有尤科斯 (YUKOS) 石油公司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Borisovich Khodorkovskiy; 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 、歐亞公司 (Evraz) 總

裁亞歷山大‧阿布拉莫夫 (Alexander G. Abramov) 、歐姆斯公司總經理卡哈‧別杜

基澤及盧克伊 (LUKoil) 石油公司總裁瓦基特‧阿列克別羅夫 (Vagit Yusyfovich 

Arekperov; Вагит Юсуфович Алекперов) ，工業家和企業家協會對政府經濟決策保

持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沒有該協會的支援，俄國的外匯政策、稅收政策乃至對外貿

易政策均難以順利通過，
384

由於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中的多數成員都是軍企寡

頭，因此從總統辦公廳到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與其他協會的合併等事中很明白

的顯示出克宮企圖尋求在克宮的全面控制下組成一個全面性的企業家垂直管理系統

的意圖，385這是普欽在控制軍售決策階層後的另一個策略，也就是說普欽想要透過

控制與監督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而垂直掌控與管理俄國的軍企寡頭。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的決策 

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在 2001 年底時就開始著

手推動圍繞在北方造船廠的醜聞，386國防部長伊萬諾夫的人馬有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俄羅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因此

                                                 
384 李建民，「《財經》：俄首富被捕對中俄輸油管道有驚無險」(Nov 7 2003)，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2003/Nov/436708.htm。 
385Gordon Hahn, “Putin's Stealth Authoritarianism”(21 April 2004),Regional 
analysis,http://www.regionalanalysis.org/publications/regionalvoices/en/2004/04/616B350A-D9CD-49F5-
9416-ECAD7F5F1EAE.ASP 
386 Ekaterina Titov, http://chronicle.ru/2002/04/economy/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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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彼得堡幫人士在普欽下令要限制北廠得標後就開始推動北廠醜聞的弊案並且企圖

使北廠落選，在弊案中，普欽的角色是於決策後完全授權給伊萬諾夫，而交付伊萬

諾夫與克列巴諾夫策劃，而後就由克列巴諾夫執行，俄國對外軍售委員會與總統辦

公廳及政府還有克列巴諾夫彼此間有聯繫去提供國家支源軍企武器的出口 (請見表

2-14) ，聖彼得堡幫為了控制資金流向，普欽人馬中的聖彼得堡幫及西羅維琪(siloviki) 

大幅地控制俄國政治，這不只將導致俄國國家的資金及經濟影響力上的重分配，並

且普欽人馬中聖彼得堡幫和西羅維琪大幅地控制俄國政治也改變了俄國軍售中國的

決策，新總統普欽及其隨從派系聖彼得堡幫通過俄國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體系而對

軍工企業予以控制，因此在北廠與波廠搶奪訂單中，波廠在聖彼得堡幫人士的幫助

下得標。 

在 2001 年 2 月，根據卡西亞諾夫的決議北廠被選為訂單執行者，國防部也因此

與俄國造船局做好了協調及整合工作，
387因此聖彼得堡幫的策略有二：首先是在軍

售決策階層中的聖彼得堡幫人馬在表面態度上是順從卡西亞諾夫的決策，但私下已

開始策劃與運作限制北廠得標的步驟與計劃；其二是國防部長伊萬諾夫在收到普欽

限制北廠得標的命令後就開始籌劃並且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及造船局等單位做好了

協調與整合的工作，聖彼得幫的策略除了由別赫金在俄國家杜馬中揭發北廠醜聞而

使其落選外，同時克列巴諾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試圖另召開招標委員會並由俄國

武器出口公司推薦波廠得標而使北廠落選，招標委員會依據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薦

做成決議由波廠贏得訂單，跨部門招標委員會的決策是取決於推薦人的看法，在

2002 年 1 月初到 1 月 19 日期間，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宣布訂單招標將由各廠競爭決

定結果，2002 年 1 月 4 日到 1 月 19 日的競標過程中，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中國簽署

出售「現代級」驅逐艦協定，北方造船廠會在 2001 年時被指定為契約執行商的原因

是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別勒亞尼諾夫與俄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

里耶夫 (M. Dmitriev;Михаила Дмитриев) 的意圖與目的而打算要北方造船廠擔任

契約執行商，這一方面是表示俄國履行與中國的軍售協議的國際條約的義務，另一

方面也給予普欽及國防部長伊萬諾夫等人籌劃的空間 (請見表 2-15) 。 

                                                 
387 “Приплыли”(18.03.2002), flb.ru, http://flb.ru/info/6209.html 



 181

在招標委員會依據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薦做成決議由波廠贏得訂單後，招標委

員會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簽署協議，波廠也開始為簽署協議準備文件，俄國武器出

口公司在獲知普欽不給北廠得標的意向後，同時在克列巴諾夫已召開招標委員會的

狀況下，波廠得標的臨門一腳就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負責執行，國防部是要對付北

方造船廠，因此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之間的關係是一開始時國防部就決定將訂單給

予北方造船廠，國防部在軍售中國訂單的決策中是要對付北方造船廠，而決策單位

是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船局等單位，因此國

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船局等單位是在招標前準

備對付北方造船廠，而由招標委員會依據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薦做成決議由波羅的

海造船廠贏得訂單一事來看，可以說是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所做出的決策，因此波

羅的海造船廠的得標是由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造船局等單位所決策與決議，而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

公司、造船局等單位是要對付北方造船廠。 

 

克列巴諾夫的策略 

 

卡西亞諾夫在 2000 年夏天首先試圖削弱克列巴諾夫的地位，工業科技與技術

部 (Ministry for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是屬於總理之下所管轄的部門，

2000 年時，東杜科夫 (Aleksandr Dondukov) 開始為了被逼退而展開鬥爭，克列巴諾

夫在 2001 年 8 月時遇到了一些困難，克列巴諾夫計劃針對對外軍售的軍企領導人展

開鬥爭且計劃剝奪軍企從對外軍售中獲取的利潤，然而普欽並未阻止克列巴諾夫計

劃針對對外軍售的軍企領導人展開鬥爭且計劃剝奪軍企從對外軍售中獲取的利潤，

克列巴諾夫的目標在於軍企改革不適當的財務來源，北廠與波廠之間爭食軍售中國

訂單就是克列巴諾夫對軍企領導人展開鬥爭的明證，克列巴諾夫打算要對付從武器

出口中謀取獲利的軍工企業。 

2001 年 2 月 5 日：北方造船廠訂單的決策由卡西亞諾夫總理所決定，2001 年開

始克列巴諾夫與卡西亞諾夫兩人惡鬥激烈，克列巴諾夫在 2001 年秋天時將軍工企業

結合成軍工複合體，並且克列巴諾夫要求其所屬機關執行軍企的改組，克列巴諾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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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軍企重建計劃深受普欽的支持，因此普欽總統要克列巴諾夫全權處理軍企改組，

然後克列巴諾夫公開地採取初步行動對付卡西亞諾夫，到了 2001 年底時卡西亞諾夫

總理想要解除克列巴諾夫副總理一職，但克列巴諾夫已成功的為波廠運作，北方造

船廠從 2000 年到 2001 年時在副總理克列巴諾夫的批准下參與了俄國與中國政府之

間為了購艦的交涉與談判，因此克列巴諾夫的策略是透過別赫金及俄國武器出口決

策部門雙管齊下為波廠運作，並且藉此與北廠及卡西亞諾夫相互鬥爭，對克列巴諾

夫而言，一方面他礙於公務而必須批准北廠參與購艦的交涉與談判，但另一方面更

重要的則是他企圖先使北廠過關後再擬另外的招標委員會搶奪訂單的得標，同時為

了使北廠的落選有其正當性的理由及原委，克列巴諾夫以其職務之便向別赫金提供

北廠使用費未繳納國庫的貪污案，進而使別赫金在俄國會中揭穿及調查北廠貪污醜

聞後使北廠落選，但是克列巴諾夫由於在軍售決策層級及決策權力上仍不如國防部

部長及副部長，從招標委員會成員都是克列巴諾夫與國防部長伊萬諾夫的人馬可以

得知，招標委員會是國防部長伊萬諾夫與克列巴諾夫共同主導招標委員會，因此克

列巴諾夫的策略中的的一環是聖彼得堡幫人惡鬥葉里欽派策略，也就是說普欽見到

訂單最後由北廠獲得後，普欽就呼籲要限制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成功的取得訂單，
388

因

此普欽在 2001 年 2 月 5 日得知北廠得標後就要求限制北廠得標，在普欽呼籲限制北

廠之後接連發生了別赫金在俄國家杜馬提出北廠使用費貪污案調查；以及俄國武器

決策部門在 2002 年 1 月初的兩次對北廠資格的審查；2002 年 1 月 19 日的克列巴諾

夫的招標委員會等事件，顯然普欽總統親自主導了限制北廠的得標及弊案，而克列

巴諾夫及國防部長伊萬諾夫則負責策劃與整體策略運作。 

2002 年 1 月 4 日，也就是中俄雙方正式簽署造艦合約的第二天，俄有關部門根

據克列巴諾夫授意，宣佈就製造合約進行新的招標，參加競標的有俄羅斯北方造船

廠、波羅的海造船廠以及加裏寧格勒楊塔 (Yantar) 造船廠，經過認真的考察和分

析，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委員會於 2002 年 1 月 19 日宣佈波羅的海造船廠獲勝，招

標委員會的聖彼得堡幫的人主張波廠的勝利不是因為推薦的聲音，而是波廠對造船

的利益條件提出較有利的條件所致。 

                                                 
388 Anatoliy Temkin, Aleksey Nikol'skiy,” "northern shipyard" remained outboard:Chinese destroyers 
will build at the Baltic plant”(21 January 2002), lists, http://www.npc-m.ru/pres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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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造船局的策略 

 
2001 年 2 月中國就購買兩艘 956EM 型驅逐艦問題與俄羅斯進行交涉的時候，俄

政府造船局就已指定北方造船廠爲當時仍在擬議中的這筆交易的合約執行人(在

2001 年 2 月 時 的 國 防 部 長 為 謝 爾 給 也 夫  (Igor Dmitriyevich Sergeyev;Игорь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ергеев) )，由於 2001 年 2 月 5 日北方造船廠訂單的決策由卡西亞諾夫

總理所決定，因此俄國造船局迫於形勢而順從卡西亞諾夫指定北廠為合約執行商的

命令，在北廠造艦案上的決議已經在 2001 年 2 月 5 日被俄國造船局所接受，2001

年 4 月，也就是在契約開始運作與醞釀的時候，俄國造船局就已經開始決定由北方

造船廠為中國造船，
389同時俄造船局也接受俄國防部的協調與整合的工作而準備好

要 搶 奪 北 廠 的 訂 單 ， 2002 年 1 月 15 日 俄 國 造 船 局 、 俄 國 武 器 出 口 公 司 

(Rosoboronexport) 、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在經過討論後仍未決定執行訂單，2002

年 1 月 15 日有人提議要組成招標委員會一事但未被接受，2002 年 1 月 3 日，俄國武

器出口公司簽下了為中國建造兩艘 956EM 軍艦共價值 1.4 億的契約，雖然俄國造船

局一開始就已決定將訂單給予北方造船廠，
390俄國造船局是負責執行普欽總統、俄

國防部部長伊萬諾夫及克列巴諾夫的策略與計劃。 

 
別赫金的策略 

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已經持續地在競選的框架下對抗舊葉里

欽勢力的政治影響力，因此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是為了國家杜馬

選舉而對抗北方造船廠，國家杜馬現在則是在團結俄羅斯黨的控制下，而團結俄羅

斯黨則是在克里姆林宮菁英的政商聯盟、國有企業代表、權力部門官僚所支配與決

定，在俄國，權力黨是在聯邦政府層次中的國家官僚組成的基礎上運作，普欽的親

信政團「團結聯盟」、國會下院領導人別赫金支持波羅的海造船廠，因此俄國家杜馬

稽核委員會在北方造船廠與波廠之間的衝突具有決定性的角色。 
                                                 
389 “Китайские моряки поставили рекорд”(9 января 2002),Коммерсант 
Ъ,http://www.npc-m.ru/press/94 
390 “BALTIC SHIPYARD TO BUILD TWO DESTROYERS FOR CHINA “(Jan 19,2002) , NTI by the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http://www.nti.org/db/nisprofs/russia/naval/technol/resdespr/balti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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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年 3 月 29 日以後到 2001 年底以前，別赫金已經在他的政商關係中安排好

對付葉里欽派的整合並且也與接近葉里欽派的人相互協調，391別赫金從波廠獲得承

諾，別赫金扮演了對北方造船廠相當不信任及抨擊的角色，別赫金已經在他的政商

關係中安排好對付葉里欽派的整合並且也與接近葉里欽派 (Yeltin Bloc) 的人相互協

調，因此別赫金的策略是要在國家杜馬察查北廠貪污案，在俄國國家杜馬團結黨黨

團召集人別赫金調查一筆與北方造船廠積欠國庫費用有關的事件中，別赫金發現北

方造船廠所積欠的國庫費用就是北方造船廠涉入軍售弊案的資源，也就是說北方造

船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關說與運作軍售決策，
392

因此北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

有政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方有利益上的互換。 

別赫金的策略是在知道普欽的意向後，便在俄國國家杜馬中提出北廠積欠使用

費的醜聞弊案進而使北廠落選，在俄國杜馬的會議中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

人別赫金指控財政部、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

人別赫金認為俄國國防部與北方造船廠為了契約的執行而談妥預算，在 2002 年 1 月

3 日俄中簽約前俄國國會就不完全支持將訂單給予北方造船廠，2001 年 12 月 25 日，

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要求議會的稽核部門、財政部部長米福林、

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等機構去指控控訴新概念與專業公司，
393這顯示出的意

義是別赫金與波廠之間有了金錢上的利益收受及利益交換之後，別赫金是負責國會

方面使北廠的醜聞曝光後，進而使北廠無法得標，在此同時俄國國家杜馬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簽訂之後成立了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

委員會負責處理北方造船廠 182 億盧布的債務問題，在俄國國家杜馬團結黨黨團召

集人別赫金調查一筆與北方造船廠積欠國庫費用有關的事件中，別赫金發現北方造

船廠所積欠的國庫費用就是北方造船廠涉入軍售弊案的資源，也就是說北方造船廠

                                                 
391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ь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Темкин,” Эсминец тонет в бумажном море”(16 января 
2002), Ведомости, http://www.npc-m.ru/press/53 
392 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393 Aleksandr Klenov, "Objective: Two Destroyers," Profil, 14 January 2002; in "Klebanov Opens up 
Severnaya Verf Contract to Build Destroyers for China to Bidding by Competing Shipyards," FBIS 
Document  CEP20020114000323. {Entered 1/22/2002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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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關說與運作軍售決策，394因此北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有政

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方有利益上的互換，北廠因為別赫金調查出北廠積欠使用費

的弊案後而落選。 

 

表 2-16 俄國各派系及兩廠的遊說與策略 
在固定軍售管理程序上的遊說與策略 

軍售管理單位、政治人物

或軍企 
採取的策略或其取得的

地位 
運用的派系或政商關係 

普欽 有計劃得為了擴大鞏固

權勢而整頓國防體制與

整肅寡頭，因此將自己的

親信安插在俄國武器出

口公司與國防部。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國

防部。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部份

的人馬有切姆佐夫、別勒

亞尼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 

普欽 克列巴諾夫被任命為負

責軍工複合體的副總理。

克列巴諾夫 

普欽 下令將俄羅斯國家武器

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

公司 (Promexport, 

Промэкспорт) 和俄羅

斯工業品出口公司 

(Rosvooruzheniye, 

Росвооружение) 兩家

軍企公司合併建立俄羅

斯國防產品出口公司 
(Rosoboronexport)。 

切姆佐夫、別勒亞尼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 

謝爾蓋‧伊萬諾夫 主導將俄羅斯國家武器

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

公司 (Promexport, 

Промэкспорт) 和俄羅

斯工業品出口公司 

(Rosvooruzheniye, 

Росвооружение) 兩家

軍企公司合併建立俄羅

普欽下令後由伊萬諾夫

主導聖彼得堡幫執行。 

                                                 
394

 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 '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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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國防產品出口公司 
(Rosoboronexport)。 

普欽 俄羅斯國家武器裝備和

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 
(Promexport, 
Промэкспорт) 總裁切

姆佐夫 (Sergei 
Chemezov) 被任命為俄

國武器出口公司 
(Rosoboroneksport) 的第

一副總裁。 

切姆佐夫、別勒亞尼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 

普欽 俄羅斯國家武器裝備和

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 
(Promexport, 
Промэкспорт) 的副總

裁別勒亞尼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 則成為俄

羅斯國防產品出口公司

(Rosoboronexport) 的總

裁。 

切姆佐夫、別勒亞尼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 

普欽 前工業與科技部長德米

特里耶夫 (M. Dmitriev; 
Михаила Дмитриев) 於

被指派擔任國防部副部

長。 

德米特里耶夫 

普欽 試圖打破由俄羅斯國家

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

出口公司壟斷武器出口

的狀況，同時對俄羅斯國

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

進出口公司進行人事手

術，消除葉利欽人馬在軍

工領域的影響，所以普欽

任命德米特里耶夫擔任

國防部副部長。 
試圖打破由俄羅斯國家

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

出口公司壟斷武器出口

的狀況，同時對俄羅斯國

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

德米特里耶夫、切姆佐

夫、別勒亞尼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 



 187

進出口公司進行人事手

術，消除葉利欽人馬在軍

工領域的影響，所以普欽

任命別勒亞尼諾夫成為

俄羅斯國防產品出口公

司的總裁。 
試圖打破由俄羅斯國家

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

出口公司壟斷武器出口

的狀況，同時對俄羅斯國

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

進出口公司進行人事手

術，消除葉利欽人馬在軍

工領域的影響，所以普欽

任命切姆佐夫為俄國武

器出口公司的第一副總

裁。 
卡西亞諾夫、奧佳略夫 反對合併案 葉里欽幫及以奧加略夫

為首的軍企管理階層 
普欽 成立對外軍事技術合作

委員會，對外軍事技術合

作委員會主席由國防部

副部長擔任。 

德米特里耶夫 

普欽、克列巴諾夫 (Ilya 

Klebanova;Клебанова 

Ильи) ，以及工業與科技

部副部長雷波塔(Grigory 

Rapota) 

在軍工管理體系內包括

俄羅斯國家武器裝備和

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總

經理奧加略夫及俄羅斯

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

術進出口公司總裁阿納

尼耶夫 (Yevgeniy 

Ananyev) 在內的葉里欽

幫人馬進而組成奧加略

夫 (Aleksei Ogarev) 的

聯盟。 

以俄工業品出口公司總

經理切米耶佐夫 (Sergei 

Chemezov) 和代總統普

欽為首的聖彼得堡幫、克

列巴諾夫 (Ilya 

Klebanova;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 ，以及工業

與科技部副部長雷波塔

(Grigory Rapota)。 

國家杜馬 2001 年初國家杜馬依據

一開始卡西亞諾夫的決

議列出為中國造艦的名

單。 

無任何派系及政商關係

的運作，此純為合法的程

序。 

聖彼得堡幫及克里姆

林宮 
2001 年 2 月克里姆林宮

在 2001 年 2 月就已宣布

有關軍售中國訂單的醜

聖彼得堡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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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的計劃，根據最早的計

劃，俄克里姆林宮掌握了

中國造艦案訂單的最早

決議是由俄國造船局局

長波斯佩羅夫與北方造

船廠之間所共同做出的

決定，因此在 2001 年

春，克宮根據計劃決定由

北廠得標，但政府寧可祕

而不宣。 
波斯佩羅夫 2001 年 2 月俄國造船局

局長波斯佩羅夫與北廠

簽約。 

2001 年 2 月俄國造船局

局長波斯佩羅夫與國防

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

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等密謀要對付北廠，因而

將訂單先給予了北廠並

與北廠簽約。 

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

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里

耶夫、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總裁安德列‧別利尼亞諾

夫、俄國造船局 

2001 年 4 月國防部、俄國

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

席德米特里耶夫、俄國武

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

列‧別利尼亞諾夫、俄國

造船局 

國防部決定要對付北方

造船廠因此決定由北方

造船廠為中國造船。 

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

會主席德米特里耶夫、俄

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

德列‧別利尼亞諾夫、俄

國造船局 

2001 年 4 月普欽 普欽呼籲和要求不要給

北方造船廠得標，因此北

方造船廠甚至失去原本

在 2001 年的契約執行

權。 

 

2001 年 4 月普欽 2001 年 4 月普欽決策後

完全授權給謝爾蓋‧伊萬

諾夫執行。 

聖彼得堡幫及其軍企管

理階層 

謝爾蓋‧伊萬諾夫及俄國

武器出口公司 、俄國團

結黨 (Unity) 國家杜馬 
(Gosudarstvennaya Duma;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黨團 

著手推動圍繞在北方造

船廠的醜聞 

國防部 (Ministry of 

Defence., 

RF;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РФ) 、俄國武

器出口公司 
(Rosoboronexport) 、俄國

團結黨 (Unity) 國家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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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Gosudarstvennaya 

Duma;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黨團 

卡西亞諾夫總理 2000 年夏天，卡西

亞諾夫總理試圖削弱克

列巴諾夫的地位，因此卡

西亞諾夫任命東杜科夫

為工業科技部部長。 

東杜科夫 

克列巴諾夫 2000 年夏天到 2001

年 10 月，克列巴諾夫計

劃針對對外軍售的軍企

領導人展開鬥爭且計劃

剝奪軍企從對外軍售中

獲取的利潤並且其計劃

要將東杜科夫予以解職

取而代之。 

聖彼得堡幫的軍企管理

階層 

卡西亞諾夫 2001 年 2 月 5 日卡西

亞諾夫決定北方造船廠

獲得訂單。 

單純決策而無任何政商

關係 

別赫金 2001 年 3 月 29 日以後到

2001 年底以前，在他的

政商關係中安排好對付

葉里欽派 (Yeltin Bloc) 
的整合並且也與接近葉

里欽派的人相互協調。 

 

別赫金 2001 年 12 月 25 日別赫金

受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委

託而他用他的職權直接

向北方造船廠質問，別赫

金要求議會的稽核部

門、財政部部長米福林、

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

司等機構去指控控訴新

概念與專業公司。 

聖彼得堡幫、團結黨、國

家杜馬 

財政部長庫德林及國

防部長與俄國武器出口

公司總裁與別赫金 

2001 年 12 月 25 日財政部

長庫德林及國防部長與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

與別赫金等人批評新專

業與概念公司為了使國

防部將造船訂單轉移給

北廠而與國防部達成協

聖彼得堡幫、團結黨、國

家杜馬、財政部長庫德林

及國防部長與俄國武器

出口公司總裁與別赫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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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以 7 比 3 的造船費用分

攤的決議。 

別赫金 2001 年 12 月 25 日寫了一

封信給國防部 、俄國武

器出口公司、審計部等要

求且質問有關北方造船

廠沒有賠償 1997 年為中

國造艦的預算與費用之

因。 

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

司、審計部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在 2002 年 1 月初到 1 月

19 日期間，俄國武器出

口公司宣布訂單招標將

由各廠競爭決定結果。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在 2002 年 1 月 3 日契約

簽訂之後，訂單招標的決

定機構就變成俄國武器

出口公司擔任訂單招標

的決定機構，俄國武器公

司在 2002 年 1 月 3 日決

議由北廠得標。 
 

 

波羅的海造船廠 2002 年 1 月 3 日俄中簽

約前，波廠就開始著手推

動反對北方造船廠得標

的動作。 

別赫金、克列巴諾夫 

克列巴諾夫 2002 年 1 月 4 日克列

巴諾夫宣佈重新招標 
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克

列巴諾夫， 
別赫金 2002 年 1 月 4 日別赫金成

立俄國家杜馬北方造船

廠債務處理委員會，負責

處理北方造船廠 182 億

盧布的債務問題。 

團結黨、國家杜馬 

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總經理別勒雅諾夫 

(Andrei Belianinov; 

Андрея Бельянинов) 、

俄國聯邦造船局波斯佩

羅夫 (V. Pospelov) 、俄

羅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

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

耶夫 (M. Dmitriev) 、俄

2002 年 1 月 19 日招標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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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海軍總司令庫羅耶多

夫 (V. Kuroyedov) 等人

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 
 

北方造船廠及波羅的海造船廠運用政商關係的遊說與策略 
軍

企機構 
運用的政商關係 採取的策略 

波 羅

的海造船

廠 
( 總 經 理

蘇里亞可

夫斯基與

亞 涅 西

斯) 

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克列巴諾夫 
以克列巴諾夫副總理、俄國控制系統局局長

席莫諾夫 (Vladimir Simonov) 及其所領導

的俄國控制系統局、伊斯特集團總裁亞涅西

斯 (Alexander Nesis) 、波羅的海造船廠董事

長蘇爾亞可夫斯基等人所組成的克列巴諾

夫集團所運作。 

波羅的海造船廠支付八億

美元給克列巴諾夫且藉由

八億美元遊說克列巴諾

夫。 

波羅的

海造船廠 
(總經

理蘇里亞

可夫斯基

與亞涅西

斯) 

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以克列巴諾夫副總理、俄國控制系統局局長

席莫諾夫 (Vladimir Simonov) 及其所領導

的俄國控制系統局、伊斯特集團總裁亞涅西

斯 (Alexander Nesis) 、波羅的海造船廠董事

長蘇爾亞可夫斯基等人所組成的克列巴諾

夫集團所運作。 

波羅的海造船廠支付八億

美元給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且藉由八億美元遊說俄國

武器出口公司。 

波羅的

海造船廠 
(總經

理蘇里亞

可夫斯基

與亞涅西

斯) 

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

委員會。 
以克列巴諾夫副總理、俄國控制系統局局長

席莫諾夫 (Vladimir Simonov) 及其所領導

的俄國控制系統局、伊斯特集團總裁亞涅西

斯 (Alexander Nesis) 、波羅的海造船廠董事

長蘇爾亞可夫斯基等人所組成的克列巴諾

夫集團所運作。 

波羅的海造船廠支付八億

美元給俄政府跨部門的招

標委員會且藉由八億美元

遊說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

委員會。 

波羅的

海造船廠 
(總經

理蘇里亞

可夫斯基

與亞涅西

斯) 

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國家杜馬代表別赫金。

以克列巴諾夫副總理、俄國控制系統局局長

席莫諾夫 (Vladimir Simonov) 及其所領導

的俄國控制系統局、伊斯特集團總裁亞涅西

斯 (Alexander Nesis) 、波羅的海造船廠董事

長蘇爾亞可夫斯基等人所組成的克列巴諾

夫集團所運作。 

波羅的海造船廠支付八億

美元給國家杜馬代表別赫

金藉由八億美元遊說國家

杜馬代表別赫金。 

波羅的

海造船廠 
(總經

理蘇里亞

唆使國家杜馬代表別赫金。 

以克列巴諾夫副總理、俄國控制系統局局長

席莫諾夫 (Vladimir Simonov) 及其所領導

的俄國控制系統局、伊斯特集團總裁亞涅西

波羅的海造船廠唆使國家

杜馬代表別赫金控告北方

造船廠拖欠 3 億美元稅

款，並借此重新進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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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夫斯基

與亞涅西

斯) 

斯 (Alexander Nesis) 、波羅的海造船廠董事

長蘇爾亞可夫斯基等人所組成的克列巴諾

夫集團所運作。 

標，搶奪合約。 

波羅的

海造船廠 
(總經

理蘇里亞

可夫斯基

與亞涅西

斯) 

透過 TVTs channel 的幫助。 

以克列巴諾夫副總理、俄國控制系統局局長

席莫諾夫 (Vladimir Simonov) 及其所領導

的俄國控制系統局、伊斯特集團總裁亞涅西

斯 (Alexander Nesis) 、波羅的海造船廠董事

長蘇爾亞可夫斯基等人所組成的克列巴諾

夫集團所運作。 

波廠 (Baltiisky Zavod 

shipyard;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與 TVTs channel 合

作聯手將別赫金在國家杜

馬中質詢一事批露出來。 

波羅的

海造船廠 
波羅的海造船廠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克

列巴諾夫副總理及俄媒體之間的政商關係 

波羅的海造船廠、俄國武

器出口公司 、克列巴諾夫

副總理鼓動教唆媒體對新

專業與概念公司發動最大

的宣傳攻勢。 

波羅的

海造船廠 

波廠與克列巴諾夫及俄造船局之間的政商

關係。 

波廠及其股東遊說克列巴

諾夫後運用其影響力透過

克列巴諾夫進而使得俄造

船局再加以考慮。 

北方造

船廠 
2001 年 4 月北方造船廠遊說俄國造船局 因為楚拜斯與沃洛申交往

甚密且楚拜斯與波塔寧及

北廠三者之間甚熟，因此

北廠透過楚拜斯及工業家

和企業家協會的牽線幫

忙，同時北方造船廠利用

未繳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關說與運作軍售決策。

395

波塔寧 2001 年年底國際羅斯集團賣給新專業與概

念公司手中的持股 
國際羅斯集團賣給新專業

與概念公司手中的持股。 

因為楚拜斯與沃洛申交往

甚密且楚拜斯與波塔寧及

北廠三者之間甚熟，因此

楚拜斯的牽線幫忙。 
北方造

船廠 
2002 年初北方造船公司董事長鮑‧庫責克

把公司的控股賣給了俄羅斯國際工業銀行 
因為普加契夫與沃洛申及

普欽熟識之故，因此北方

造船公司董事長鮑‧庫責

克把公司的控股賣給了俄

羅斯國際工業銀行。 

                                                 
395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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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楚拜斯與沃洛申交往

甚密且楚拜斯與波塔寧及

北廠三者之間甚熟，因此

楚拜斯的牽線幫忙。 
普加契夫與謝欽。 

庫責克售股給普加契

夫的目的就是利用普加契

夫與謝欽的良好關係為其

向普欽總統及軍售訂單決

策諸部門遊說，普加契夫

與楚拜斯及波塔寧如上所

述都是俄國企業家與工業

家協會成員，其次三人也

都 是 北 廠 的 股 東 及 控 制

人，因此北廠在葉里欽幫

中的勢力可說擴及到俄國

企業家與工業家聯盟，北

廠的軍售收入是楚拜斯及

波塔寧的主要財務來源，

因此北廠憑藉葉里欽幫的

政治人物及商界人物的支

持以擴展其政商關係，同

時也對北廠爭取軍售訂單

有其雄厚的政商資源。 

 
北方造

船廠 
2000 年到 2002 年 1 月 3 日，北方造船廠持

續和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協調價格條件 
 
2000 年到 2002 年 1 月 3

日，北方造船廠持續和俄

國武器出口公司協調價格

條件，因為楚拜斯與沃洛

申交往甚密且楚拜斯與波

塔寧及北廠三者之間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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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因此楚拜斯的牽線幫

忙。北方造船廠利用未繳

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關

說與運作軍售決策。396 

北方造

船廠 
經由別赫金在國家杜馬北方造船廠債務處

理委員會的調查發現 2000 年到 2002 年 1 月

3 日，北方造船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關說與運作軍售決策，期間遊說與

買通關說了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楚拜斯、普

加契夫、謝欽、俄國造船局、卡西亞諾夫、

德米特里耶夫、工業家和企業家協會。 

北方造船廠利用未繳回國

庫的費用 60.39 億關說與

運作軍售決策。
397 

北方造

船廠 
2001 年四月，北方造船廠透過俄國工業家

與企業家協會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f Russia, RPPS) 、普加契

夫(Sergey Pugachev) 、卡西亞諾夫 (Mihail 

Mihaylovich Kasyanov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 之間的政商關係及利益的交換

而向俄國造船局施加壓力，而向俄國造船局

運作與遊說。 

2001 年四月，北方造船廠

透過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

協會 (The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f Russia, 

RPPS) 、普加契夫(Sergey 

Pugachev) 、卡西亞諾夫 

(Mihail Mihaylovich 

Kasyanov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сьянов) 

之間的政商關係及利益的

交換而向俄國造船局施加

壓力，而向俄國造船局運

作與遊說。 

北方造

船廠 
此策略無涉及政商關係。 先行充實實力並詳實擬定

方案與支付費用。 

北方造

船廠 
國防部與北廠之間的政商關係。 服從決策方國防部 

(Ministry of Defence., 

RF;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РФ) 的要求清

償國債。 

北方造

船廠 
北方造船廠、俄造船廠、俄國武器出口公

司。 

北方造船廠先接受造船廠

的調和政策且與俄國武器

出口公司議定價格與條

件，調和政策是指以談判

議定達成協議並依契約造

                                                 
396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397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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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北方造

船廠 
國防部與北廠之間的政商關係。 為了使國防部將造船訂單

轉移給北廠而與國防部達

成協議以 7 比 3 的造船費

用分攤的決議。 

北方造船廠企圖以費用協

議方式，北廠讓渡給俄國

國防部較少的費用分配，

在此費用分配下北廠以其

與俄國國防部之間的政商

關係，與俄國國防部進行

利益的交換，北廠希望以

此換取俄國國防部將訂單

給予北廠。 

 
北方造

船廠 
北方造船廠與武器出口部門、媒體、卡西亞

諾夫 、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普加契

夫及波塔寧之間的政商關係 

北廠給予金錢或股權

給武器出口部門、媒體、

卡西亞諾夫 、俄國工業家

與企業家協會、普加契夫

及波塔寧等人，希望藉此

換取在招標中可以得標的

機會。 

 

聖彼得

堡幫 
先使北廠因使用費弊案而製造出北廠不適

得標的氛圈，之後的策略就是由財政部及克

列巴諾夫 (Ilya Klebanova;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 奉命分頭進擊，財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依法公告北廠不適合

得標之因，之後克列巴諾夫便計劃籌設招標

委員會，而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Rosoboronexport;Рособоронэкспортом) 則

受到指示及壓力後便推動推薦波廠的事宜

以掩人耳目，而招標委員會便由俄武公司而

聖彼得堡幫、謝爾蓋‧伊

萬諾夫、克列巴諾夫、庫

德林、招標委員會、別赫

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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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由波廠得標。 
聖彼得

堡幫 

表面態度上是順從卡西亞諾夫的決策，但私

下已開始策劃與運作限制北廠 (Northern 

shipyard; Северная верфь) 得標的步驟與

計劃。 

聖彼得堡幫、謝爾蓋‧伊

萬諾夫、克列巴諾夫、庫

德林、招標委員會、別赫

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國防部長

伊萬諾夫 

在收到普欽限制北廠得標的命令後就

開始籌劃並且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及造船

局等單位做好了協調與整合的工作，聖彼得

幫的策略除了由別赫金在俄國家杜馬中揭

發北廠醜聞而使其落選外，同時克列巴諾夫

(Ilya Klebanova; Ильи Клебанова) 及俄國

武器出口公司試圖另召開招標委員會並由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薦波廠得標而使北廠

落選。 

 

普 欽 、 國 防 部 長 伊 萬 諾

夫、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造船局、別赫金、克列巴

諾 夫 、 俄 國 武 器 出 口 公

司、招標委員會。 

克列巴諾

夫 

透過別赫金及俄國武器出口決策部門

雙管齊下為波廠運作，並且藉此與北廠及卡

西亞諾夫相互鬥爭，對克列巴諾夫而言，一

方面他礙於公務而必須批准北廠參與購艦

的交涉與談判，但另一方面更重要的則是他

企圖先使北廠過關後再擬另外的招標委員

會搶奪訂單的得標，同時為了使北廠的落選

有其正當性的理由及原委，克列巴諾夫以其

職務之便向別赫金提供北廠使用費未繳納

國庫的貪污案，進而使別赫金在俄國會中揭

穿及調查北廠貪污醜聞後使北廠落選。 

克列巴諾夫、別赫金 

(作者本人依上述文字整理成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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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小結 

 
 
 

北廠的策略之一是先行充實實力並詳實擬定方案與支付費用，北廠在擬定方案

及支付費用之後，為了可順利在招標委員會中得標所採取的策略之一便是服從決策

方國防部的要求清償國債，北廠如此的舉動的目的是加強與國防部之間的互動並促

使國防部可順利將訂單給予北廠，北廠最先採行的策略是運用其政商關係 (Relation 

between Business, oligarchy and Politican) ，北方造船廠透過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

會、普加契夫、卡西亞諾夫之間的政商關係及利益的交換而向俄國造船局施加壓力，

而向俄國造船局運作與遊說，因此卡西亞諾夫最初的決定是由北方造船廠得標且俄

國造船局屬意北方造船廠得標，北方造船廠對於國債補償一事，北方造船廠所採取

的策略是由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門及國家資產委員會 (State Committee for the 

Management of State Property) 等單位一起協調，而簽約前夕北方造船廠所採取的策略

便是積極的透過政商關係向決策部門關說及遊說，北方造船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

用關說與運作軍售決策，
398

因此北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有政商勾結的關係，並且

雙方有利益上的互換，隨後就由卡西亞諾夫下令後俄國造船局將訂單轉交給北廠。399 

在北廠的庫責克售股給普加契夫一事上，北方造船廠所採取的策略是，由於波

塔寧與楚拜斯及普加契夫同時都是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的成員，因此庫責克與

北廠利用了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及普加契夫做為其向外關說遊說利益的管道，

庫責克售股給普加契夫的另一用意是庫責克希望利用普加契夫與聖彼得堡幫的良好

關係而為其遊說與關說，普加契夫與普欽的得力助手伊戈里‧謝欽 (Igor Ivanovich 

Sechin) 建立了很好的合作關係，庫責克售股給普加契夫的目的就是利用普加契夫與

謝欽的良好關係為其向普欽總統及軍售訂單決策諸部門遊說，普加契夫與楚拜斯及

                                                 
398 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399 “Приплыли”(18.03.2002),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равды, 
http://www.lenpravda.ru/reading1.phtml?id=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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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塔寧如上所述都是俄國企業家與工業家協會成員，其次三人也都是北廠的股東及

控制人，因此北廠在葉里欽幫中的勢力可說擴及到俄國企業家與工業家協會，北廠

的軍售收入是楚拜斯及波塔寧的主要財務來源，因此北廠憑藉葉里欽幫的政治人物

及商界人物的支持以擴展其政商關係，同時也對北廠爭取軍售訂單有其雄厚的政商

資源。 

在契約談判與議定過程中，北方造船廠的策略是北方造船廠威脅利誘俄國武器

出口公司以 1.4 億美元的價格簽約，北方造船廠運用其政商關係，並且北廠利用未

繳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關說與運作軍售決策，顯然北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有政

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方有利益上的互換，也就是說北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

60.39 億向俄國造船局、卡西亞諾夫總理及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里耶

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列‧別勒亞尼諾夫等人關說遊說，因此俄國造船局、

卡西亞諾夫總理及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里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總裁安德列‧別利尼亞諾夫等決策者願將訂單給予北廠。 

在北廠與國防部協議造船費用上，北方造船廠所採取的策略是企圖以費用協議

方式，北廠讓渡給俄國國防部較少的費用分配，在此費用分配下北廠以其與俄國國

防部之間的政商關係，與俄國國防部進行利益的交換，北廠希望以此換取俄國國防

部將訂單給予北廠，在俄國國家杜馬團結黨黨團召集人別赫金調查一筆與北方造船

廠積欠國庫費用有關的事件中，別赫金發現北方造船廠所積欠的國庫費用就是北方

造船廠涉入軍售弊案的資源，也就是說北方造船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關說與運

作軍售決策，
400聯邦西北區仲裁法院已體認到俄國財政部未經授權，俄國最高檢察

官也已調查了北方造船廠積欠國庫 60.39 億，北方造船廠與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於 1998

年春時簽訂合作造艦的協議，在北方造船廠履行契約之後，北方造船廠應該退還剩

餘的聯邦預算款項，但國防部只好一直忍耐著而不做聲色。 

評析北廠的策略 

(一) 因為最初將訂單給予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決議是由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

員會主席德米特里耶夫及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安德列‧別勒亞尼諾夫所決策的，

                                                 
400 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 '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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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之後普欽見到訂單最後由北廠獲得後就呼籲要限制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成功的取

得訂單!!401由此可見庫責克與北廠利用了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及普加契夫做為

其向外關說遊說利益的管道的策略是失敗了。 

(二) 北方造船廠售股給普加契夫，北廠企圖藉普加契夫換取獲得訂單的助益與

機會，然而普加契夫不會笨到破壞他與政府和普欽之間的關係，因此北廠此策略是

失敗的策略。 

(三)北方造船廠透過與武器出口部門、媒體、卡西亞諾夫、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

協會、普加契夫及波塔寧等之間的政商關係，北廠給予金錢或股權給武器出口部門、

媒體、卡西亞諾夫、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普加契夫及波塔寧等人，希望藉此

換取在招標中可以得標的機會。 

(四) 庫責克售股給普加契夫的目的就是利用普加契夫與謝欽的良好關係為其向

普欽總統及軍售訂單決策諸部門遊說，北廠憑藉葉里欽幫的政治人物及商界人物的

支持以擴展其政商關係，同時也對北廠爭取軍售訂單的支援上有其雄厚的政商資源。 

 

波羅的海造船廠的主張與策略 

由招標委員會依據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薦做成決議由波羅的海造船廠贏得訂單

一事來看，可以說是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所做出的決策，因此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得

標是由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船局等單位所決

策與決議，而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船局等單

位是要對付北方造船廠，波廠及其股東遊說克列巴諾夫後運用其影響力透過克列巴

諾夫進而使得俄造船局再加以考慮，波羅的海造船廠憑著副總理克列巴諾夫所領導

的招標委員會的幫忙而得標了，整件弊案都是由克列巴諾夫主導，克列巴諾夫在收

取波廠的回扣及金錢後將北廠積欠使用費的資料給予別赫金，同時別赫金也收取波

廠的好處後而在俄國家杜馬中將北廠積欠使用費的弊案爆發後企圖使波廠得標，所

以波廠的策略便是以金錢收買了克列巴諾夫與別赫金為波廠進行獲取訂單的計劃，

波廠的策略是在招標前夕賄賂關說別赫金，並且唆使別赫金在招標前查辦北廠的貪

                                                 
401 Anatoliy Temkin, Aleksey Nikol'skiy,” "northern shipyard" remained outboard:Chinese destroyers 
will build at the Baltic plant”(21 January 2002), lists, http://www.npc-m.ru/pres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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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案而意圖促使北廠沒有得標。 

國防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在 2001 年底時就開始著

手推動圍繞在北方造船廠的醜聞，402波羅的海造船廠與國防部及軍售決策部門的政

商關係相當良好，波羅的海造船廠遊說克列巴諾夫，波羅的海造船廠支付八億美元

給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克列巴諾夫和俄政府跨部門的招標委員會，403波廠的策略是

遊說與關說了國防部及軍售決策部門後，2002 年 1 月 19 日，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總經理別勒亞尼諾夫、俄國聯邦造船局局長波斯佩羅夫、俄羅斯與外國軍事技術合

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裏耶夫、俄國海軍總司令庫羅耶多夫等人所組成的招標委員會

做成了一些決議與決策後將訂單給予了波羅的海造船廠。 

跨部門招標委員會等於是國防部長伊萬諾夫的人馬加上克列巴諾夫的人馬，同

時由於以 KGB 為首的安全部門與強力部門是控制軍售決策部門的主要勢力，因此波

廠與安全強力部門及聖彼得堡幫的政商關係良好，從中穿針引線的人是克列巴諾

夫，因此波廠關說了俄國武器出口決策部門且與其交換利益後獲取了訂單，招標委

員會中的聖彼得堡幫的人主張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勝利不是因為推薦的聲音，而是波

廠對造船的利益條件提出較有利的條件所致，
404

波羅的海造船廠也得到了與俄國武

器出口公司之間以金錢換取合作的關係與契機，這也可以說是波羅的海造船廠與俄

國武器出口公司之間進行政商勾結，並且波羅的海造船廠也可藉以維護其派系利益

與財團利益。 

波廠為了贏得招標，波廠在廠內製造過程中採用的策略是壓低成本，波羅的海

造船廠的施工成本是比其他兩家還要低，同時波羅的海造船廠推動大規模產品生產

過程的現代化和造船技術的運用，在軍售弊案中對付新專業與概念公司的軍企就只

有伊斯特集團，外界對伊斯特集團的玩弄媒體的印象是作秀，並且新專業與概念公

司運用媒體做為在很大程度上的掩飾與影響，一些媒體間的攻擊集中在行政與國會

的範圍上，影響媒體間的攻擊是記者為了要使涉入衝突的人受到誤導或是要脅迫涉

                                                 
402 Ekaterina Titov ,“The business Chronicle "(Feb 7 2002), N3 on January, (5/28 On February, 4: 
Military-industrial scandal,http://txt.newsru.com/bc/07feb2002/bc4.html. 
403 「售中驅逐艦 俄政府傳弊案」(Jan 26 2002)，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6/n166518.htm。 
404 Виктор Литовкин,” Китайцев разыграли втемную:Чиновники заработают на экспортном 
контракте 80 млн долларов”(24-30 января 2002), Общая газета, http://www.npc-m.ru/pres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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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衝突的人，而沒有直接針對敵手，因此波廠與 TVTs channel 合作聯手將別赫金在

國家杜馬中質詢一事批露出來，伊斯特集團 (IST; ИС,攻擊方) 運用媒體對新專業與

概念公司發動最大的宣傳及攻擊攻勢。在伊斯特集團與新專業與概念公司之間的衝

突是高層間派系的衝突，伊斯特集團與新專業與概念公司之間的衝突是 2001 年秋天

時新菁英派系與舊葉里欽家族派系之間深層鬥爭的反應，新菁英派系則是包括了聖

彼得堡幫與安全派的人士，聖彼得堡幫與舊葉里欽家族派系都是權力力量的結盟，

伊斯特集團向有權力的人士進行遊說而對付新專業與概念公司。
405 

軍售中國訂單決策階層的主張與策略 

普欽的角色是於決策後完全授權給伊萬諾夫，而由國防部長伊萬諾夫執行，普

欽的親信部下人馬積極搶奪葉里欽派系人馬所控制的政治、經濟資源，雙方鬥爭激

烈，驅逐艦合約 (contract; контракта) 也變成了這場鬥爭中的一個籌碼，普欽的策

略首先就是先搶奪俄國軍售出口決策階層的控制權；其次普欽整肅葉里欽遺留下來

的軍企寡頭勢力，建立以國家安全團隊為主幹的軍售中國的決策執政團隊，以鞏固

其政權基礎，普欽上任後有計劃得為了擴大鞏固權勢而整頓國防體制與整肅寡頭，

因此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國防部內且加強國防部在對外軍售

與武器輸出管制上的權力，在軍工管理體系中的分裂正反映出舊葉里欽克里姆林宮

勢力派系與新總統普欽及其隨從派系之間的鬥爭，普欽的親信人馬積極搶奪葉里欽

派系人馬所控制的政經資源。
406 

在 1999 年 9 月，切姆佐夫被任命為俄羅斯國家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進出口公司 

(Promexport, Промэкспорт) 的總裁，在普欽當政開始的時候，切姆佐夫被任命為俄

羅斯國防產品出口公司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Rosoboronexport;Рособоронэкспортом) 

的首席總裁，
407至此普欽已完全控制了軍售出口決策階層，並且也實現了他的第一

步控制軍售決策的計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合併案總統令的本文則係由國安會秘書

                                                 
405 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 '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 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406 「售中驅逐艦俄政府傳弊案 造價離譜中共成冤大頭」，中國民主正義黨 CDJP，

http://cdjp.org/02/archives/00000883.htm。 
407 Lyuba Pronina、Marat Kenzhetayev，”Tapping Other Markets”，the Center for Arms Control，
http://www.defesanet.com.br/noticia/themoscowtimes/page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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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謝爾蓋‧伊萬諾夫主導，408普欽是務實派，普欽是拿一派制衡另一派，自身則

試圖維持超然地位，普欽總統團隊安排設計許多軍售外國的事件使得其可以控制軍

售，在普欽控制了軍企管理系統部門後，舊葉里欽派喪失了對軍工複合體的控制，

因此經官派與安官派兩派自然會爭取政經資源以求生存，普欽在控制軍售決策階層

後的另一個策略，也就是說普欽想要透過控制與監督俄國工業家與企業家協會而垂

直掌控與管理俄國的軍企寡頭。 

普欽上任後有計劃得為了擴大鞏固權勢而整頓國防體制與整肅寡頭，因此將自

己的親信安插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國防部內且加強國防部在對外軍售與武器輸出

管制上的權力，普欽的人事布局是由周邊親信來鞏固政權，以逐步削弱葉里欽派的

影響力，
409伊斯特集團與新專業與概念公司之間的衝突是 2001 年秋天時新菁英派系

與舊葉里欽家族派系之間深層鬥爭的反應，新菁英派系則是包括了聖彼得堡幫與安

全派的人士，聖彼得堡幫與舊葉里欽家族派系是兩股極大的勢力，普欽總統也呼籲

和要求不要給北方造船廠得標，因此北方造船廠甚至失去原本在 2001 年的契約執行

權。
410 

在這場爭奪戰中強力部門是負責普欽總統與寡頭之間的組織動員，俄國防部長

伊萬諾夫及克列巴諾夫等人便開始籌劃搶奪北廠得標的計劃，同時由於北廠的得標

資格本身也具有爭議，所以普欽政府寧可祕而不宣，北方造船廠與國防部談妥了總

額爲 1 億 8262 萬盧布的國債清償進度表，但是因爲財政部的干預，合約最終還是轉

給了波羅的海造船廠，
411

北廠的使用費弊案在俄國會中被揭穿與調查是別赫金的策

略與任務，聖彼得堡幫控制下的軍售決策階層的策略是先使北廠因使用費弊案而製

造出北廠不適得標的氛圈，之後的策略就是由財政部及克列巴諾夫奉命分頭進擊，

財政部依法公告北廠不適合得標之因，之後克列巴諾夫便計劃籌設招標委員會，而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則受到指示及壓力後便推動推薦波廠的事宜以掩人耳目，而招標

委員會便由俄武公司而決議由波廠得標，上面所有的計劃與策略都是在普欽要求限

                                                 
408普欽下令成立「俄羅斯軍火外銷公司」（譯自獨立報十一月九日） 
409 曾清貴譯，2001 東亞戰略概觀(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館，民國九十年), p.206。 
410 Анатолий Темкин,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ьский,“"Северная верфь" осталась за бортом Китайские 
эсминцы построят на Балтийском заводе””(21 января 2002),Ведомости,http://www.npc-m.ru/press/55 
411 「俄海軍節以醜聞告終 可能喪失亞太海軍軍火市場」(July 23 2003)，東方軍

事， http://mil.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462/20030725/class046200002/hwz12097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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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北廠得標後發生，因此充份顯示出上述所有的策略均由普欽下令而由俄國防部長

伊萬諾夫與克列巴諾夫規劃與執行的鑿痕。 

聖彼得堡幫人士在普欽下令要限制北廠得標後就開始推動北廠醜聞的弊案並且

企圖使北廠落選，在弊案中，普欽的角色是於決策後完全授權給伊萬諾夫，而交付

伊萬諾夫與克列巴諾夫策劃，而後就由克列巴諾夫執行，俄國對外軍售委員會與總

統辦公廳及政府還有克列巴諾夫彼此間有聯繫去提供國家支源軍企武器的出口，這

顯示出普欽人馬中聖彼得堡幫和西羅維琪大幅地控制俄國政治也改變了俄國軍售中

國的決策，新總統普欽及其隨從派系聖彼得堡幫通過俄國與外國軍事技術合作體系

而對軍工企業予以控制，因此在北廠與波廠搶奪訂單中，波廠在聖彼得堡幫人士的

幫助下得標。 

聖彼得堡幫的策略有二：首先是在軍售決策階層中的聖彼得堡幫人馬在表面態

度上是順從卡西亞諾夫的決策，但私下已開始策劃與運作限制北廠得標的步驟與計

劃；其二是國防部長伊萬諾夫在收到普欽限制北廠得標的命令後就開始籌劃並且與

俄國武器出口公司及造船局等單位做好了協調與整合的工作，聖彼得幫的策略除了

由別赫金在俄國家杜馬中揭發北廠醜聞而使其落選外，同時克列巴諾夫及俄國武器

出口公司試圖另召開招標委員會並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薦波廠得標而使北廠落

選，北方造船廠會在 2001 年時被指定為契約執行商的原因是俄國武器出口公司總裁

別勒亞尼諾夫與俄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主席德米特里耶夫的意圖與目的而打

算要北方造船廠擔任契約執行商，這一方面是表示俄國履行與中國的軍售協議的國

際條約的義務，另一方面也給予普欽及國防部長伊萬諾夫等人籌劃的空間及時間，

由招標委員會依據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推薦做成決議由波羅的海造船廠贏得訂單一事

來看，可以說是由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所做出的決策，因此波羅的海造船廠的得標是

由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船局等單位所決策與

決議，而國防部、俄國對外軍事合作委員會、俄國武器出口公司、造船局等單位是

要對付北方造船廠。 

克列巴諾夫的目標在於改革軍企不適當的財務來源，北廠與波廠之間爭食軍售

中國訂單就是克列巴諾夫對軍企領導人展開鬥爭的明證，克列巴諾夫打算要對付從

武器出口中謀取獲利的軍工企業，克列巴諾夫的策略是透過別赫金及俄國武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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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部門雙管齊下為波廠運作，並且藉此與北廠及卡西亞諾夫相互鬥爭，對克列巴

諾夫而言，一方面他礙於公務而必須批准北廠參與購艦的交涉與談判，但另一方面

更重要的則是他企圖先使北廠過關後再擬另外的招標委員會搶奪訂單的得標，同時

為了使北廠的落選有其正當性的理由及原委，克列巴諾夫以其職務之便向別赫金提

供北廠使用費未繳納國庫的貪污案，進而使別赫金在俄國會中揭穿及調查北廠貪污

醜聞後使北廠落選，但是克列巴諾夫由於在軍售決策層級及決策權力上仍不如國防

部部長及副部長，從招標委員會成員都是克列巴諾夫與國防部長伊萬諾夫的人馬可

以得知，招標委員會是國防部長伊萬諾夫與克列巴諾夫共同主導招標委員會，因此

克列巴諾夫的策略是聖彼得堡幫人惡鬥葉里欽派策略的一環，也就是說普欽見到訂

單最後由北廠獲得後，普欽就呼籲要限制新專業與概念公司成功的取得訂單，
412因

此普欽在 2001 年 2 月 5 日得知北廠得標後就要求限制北廠得標，在普欽呼籲限制北

廠之後接連發生了別赫金在俄國家杜馬提出北廠使用費貪污案調查；以及俄國武器

決策部門在 2002 年 1 月初的兩次對北廠資格的審查；2002 年 1 月 19 日的克列巴諾

夫的招標委員會等事件，顯然普欽總統親自主導了限制北廠的得標及弊案，而克列

巴諾夫及國防部長伊萬諾夫則負責策劃與整體策略運作。 

俄國造船局迫於形勢而順從卡西亞諾夫指定北廠為合約執行商的命令，在北廠造艦

案上的決議已經在2001年2月5日被俄國造船局所接受，2001年4月，也就是在契約開

始運作與醞釀的時候，俄國造船局就已經開始決定由北方造船廠為中國造船，
413同

時俄造船局也接受俄國防部的協調與整合的工作而準備好要搶奪北廠的訂單，俄國

造船局是負責執行普欽總統、俄國防部部長伊萬諾夫及克列巴諾夫的策略與計劃。

因為楚拜斯是右翼勢力聯盟 (The Union of the Right-Wing Forces (SPS); Союз 

Правых Сил) 的一員，且楚拜斯利用其所控制的北廠而成為右翼勢力聯盟的選舉

資金來源之一，因此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持續地在競選的框架下

對抗舊葉里欽勢力的政治影響力，因此俄國團結黨國家杜馬黨團領導人別赫金是為

了國家杜馬選舉而對抗北方造船廠，俄國家杜馬稽核委員會在北方造船廠與波廠之

                                                 
412 Anatoliy Temkin, Aleksey Nikol'skiy,” "northern shipyard" remained outboard:Chinese destroyers 
will build at the Baltic plant”(21 January 2002), lists, http://www.npc-m.ru/press/55 
413 “Китайские моряки поставили рекорд”(9 января 2002),Коммерсант 
Ъ,http://www.npc-m.ru/press/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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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衝突具有決定性的角色，在俄國國家杜馬團結黨黨團召集人別赫金調查一筆與

北方造船廠積欠國庫費用有關的事件中，別赫金發現北方造船廠所積欠的國庫費用

就是北方造船廠涉入軍售弊案的資源，也就是說北方造船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

關說與運作軍售決策，
414

因此北廠與俄國造船局彼此間有政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

方有利益上的互換，別赫金與波廠之間有了金錢上的利益收受及利益交換之後，別

赫金是負責國會方面使北廠的醜聞曝光後，進而使北廠無法得標，在此同時俄國國

家杜馬在2002年1月3日契約簽訂之後成立了北方造船廠債務處理委員會，北方造船

廠債務處理委員會負責處理北方造船廠182億盧布的債務問題，在俄國國家杜馬團結

黨黨團召集人別赫金調查一筆與北方造船廠積欠國庫費用有關的事件中，別赫金發

現北方造船廠所積欠的國庫費用就是北方造船廠涉入軍售弊案的資源，也就是說北

方造船廠利用未繳回國庫的費用關說與運作軍售決策，
415

因此北廠與俄國造船局彼

此間有政商勾結的關係，並且雙方有利益上的互換，北廠因為別赫金調查出北廠積

欠使用費的弊案後而落選。 

 

 

 

 

 

                                                 
414 Ruslan Pukhov,＂ Media Wars in Russia 's MTC and Defense Industry＂(October 2002),the 

Russian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 http://mdb.cast.ru/mdb/4-2002/at/mwrm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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