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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共和黨總統初選美共和黨總統初選簡訊簡訊訊訊簡

獲提名勢難擋 民調略勝奧巴馬

【本報訊】據中央社華盛頓 11 日消息：
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格林納特 11 日公布美國
戰艦全球布局新戰略，未來10至15年內將有
多達1/3的美國戰艦轉移至包括中國東海和南
海的西太平洋地區，共有過半數海上軍力駐紮
亞洲海域。

格林納特表示雖然面臨國防預算削減，但
這不會影響美國海軍運作，只要能夠正確分配
預算，他有信心戰艦可以處理危機，在亞太和
中東地區繼續保持軍事存在。未來美國在西太
平洋區將拉開由東京、釜山、沖繩、新加坡至

澳洲達爾文港的海軍基地線，美國並未移動大
量戰艦，而是通過與盟國加強合作，保持軍事
存在。他同時宣布新加坡已經表示願意為美國
海軍瀕海戰鬥艦提供場所，新加坡還建立了相
應設施允許美國核動力航母停靠。

美方提中美南海合作
對於中國海軍在南海頻繁出沒，如何避免

發生衝突，格林納特表示，中國軍事崛起確實
影響全球局勢，維持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地區
的目的，在於確保國際海運航道自由暢通。美

國將繼續通過簽署軍事合作協議，並與中國海
軍在國際場合保持對話，進行合作與交流。

分析人士指，美國軍方罕見提出中美海軍
在南海海域的軍事合作，將迫使中國必須考慮
是否改變 「堅決反對域外國家介入南海爭議」
的既定政策。

中方國際戰略專家表示，中美海軍在南海
存在軍事合作空間， 「中國絕不希望破壞這一
區域長期的和平局面，這和美國的訴求是一致
的」。

構建西太海軍基地線
美1/3戰艦調駐太平洋

劉醇逸遭媒體圍剿
亞裔在美參政路艱

【本報訊】據中央社華盛頓 10 日消息：有意
競選下任紐約市長的華裔紐約市主審計長劉醇逸，
被《紐約時報》質疑 09 年上任以來頻繁頒獎，懷
疑是政治收買。這是他繼政治獻金疑雲後，再次遭
到圍剿，令外界質疑是打壓亞裔參政。

《紐約時報》10 日在頭版報道，劉醇逸自
2009年上任以來，一共發出超過760個獎項，其中
約1/4獲獎者和劉醇逸的政治競選有直接或間接相
關。其中1人是劉醇逸的政治獻金捐款人，過去6
個月內，獲得劉醇逸3次頒獎表揚。

紐時質疑劉醇逸有收買重要社團領袖之嫌。此
舉引發亞裔社群不滿，認為這是明顯打壓亞裔政治
人物參政的舉動，是不希望見到亞裔人士出任紐約
市長如此重要的職務。

蓮舫鬧婚外情或丟職
【本報訊

】據日本新聞
網 11 日 報 道
：日本首相野
田佳彥計劃在
本 月 13 日 改
組 內 閣 ， 44
歲的行政改革
大臣蓮舫（見
圖）或將被免
除大臣職務，

據稱，免職的最大理由是有婚外戀嫌疑。
蓮舫是日本國會中唯一一位華裔議員。去年

11 月，她被周刊雜誌報道與一名不動產公司社長
搞婚外戀的傳聞。而這位不動產公司社長曾因吸毒
遭逮捕。此事被野黨議員在國會會議上追究。蓮舫
承認與這位社長有交往，但否認婚外戀。但是此事
經過媒體的報道後，損害了蓮舫的良好形象。報道
稱，野田首相計劃在本月 13 日進行內閣改造，可
靠消息說，蓮舫的行政改革大臣職務將會被免除。

伊朗責美以暗殺核專家

【本報訊】據法新社、新華社德黑蘭 11 日消
息：伊朗首都德黑蘭北部 11 日發生汽車炸彈襲擊
，一名伊朗核科學家當場死亡，另有兩人受傷，其
中一人在醫院不治身亡。伊朗隨後指責這一事件是
美國和以色列所為，並表示這樣的襲擊不會阻止伊
朗核活動取得 「進展」。

據當地媒體報道，事件發生在德黑蘭北部卡塔
比廣場附近。目擊者稱，有人乘摩托車將磁性炸彈
吸附到一輛汽車上，並逃離現場。汽車隨即爆炸，
車內三人一死兩傷。遇害者羅尚是一名專攻鈾濃縮
過程中的氣體分離技術的化學專家，生前為伊朗中
部的納坦茲核設施工作，並負責與鈾濃縮相關的採
購工作。

事件發生後，伊朗官員表示，這起事件的暗殺
的手法與前兩年另外3位伊朗科學家的遇襲方式相
似，是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所
為，認為他們為阻止伊朗的核計劃，聯手製造了這
些暗殺事件。

潘基文出席中國書畫展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10日電】為慶祝中國
農曆新年，紐約聯合國總部 10 日晚舉辦了一場中
國書畫名家作品展。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出席展覽
，並展出了他專門為這個活動書寫的書法作品。

10 日晚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了 「企盼和平
─ 2012 年新春聯合國官員與中國書畫名家作品
展」，潘基文秘書長專門為活動用毛筆題寫了
「和平」二字。他在致辭時，還用中文向大家祝

賀 「新春快樂」。當晚活動展出了十多位在聯合
國總部工作的不同國籍的外交官的中國書法作品
，他們當中很多都是聯合國中文組中文語言培訓
課程的學員。

羅姆尼輕取新罕州羅姆尼輕取新罕州
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十日舉行總統初選，

前馬薩諸塞州州長羅姆尼在共和黨初選中獲
勝，保羅和洪博培得票率分列二、三名。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十日電】

【本報訊】據法新社曼徹斯特10日消息：前駐
華大使洪博培在周二總統提名選舉中暫時舒了一口
氣，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中取得第三，不過他打敗
羅姆尼的機會仍然非常渺茫。

洪博培告訴支持者， 「我們正在進行一場狩獵
。」他說， 「我想說，第三位就是一張啟程車票」
，同時宣布其競選活動轉移到下一站南卡羅來納州
，距離投票還有不到兩周時間。

洪博培曾任猶他州州長，亦是美國最富有家族
之一的後代，其支持率在初選之前最後幾天不斷上

升，一個意料之外的不錯表現，對他來說，是不可
缺少的激勵。

洪博培沒有參加上周在艾奧瓦州舉行的選舉，
而將競選精力集中放在新罕布什爾州，接着轉向21
日南卡州和31日佛羅里達州舉行的投票。由於傳統
保守派選民不太認同洪博培對同性戀寬容，以及盡
快結束阿富汗戰爭的立場，他料將有場硬仗要打。

羅姆尼此次的勝利相當於今年夏天共和黨全國
代表大會上獲得7席，保羅有3席，洪博培有2席。

洪博培列第三 獲啟程車票

新罕布什爾州是繼艾奧瓦州之後，第二個舉行初選
的州，對於各參選人來說，該州地位舉足輕重。從選舉
結果來看，羅姆尼獲得了百分之三十九的選票，排在第
二位的保羅獲得了百分之二十三的選舉，洪博培得票率
在百分之十七。加上上周在艾奧瓦州的勝利，羅姆尼在
共和黨初選中已經開創出良好局面。

羅姆尼連下兩城勢頭旺
自從贏得艾奧瓦州初選後，羅姆尼就成為黨內其他

競爭對手的攻擊目標，這些攻擊令他在艾奧瓦州的支持
率在投票前有所下降，但最終並未撼動他的領先地位。
接下來的一站將是南卡羅來納州。據此間媒體稱，原先
準備打持久戰的羅姆尼，日前已悄悄改變競選策略，打
算盡快將缺乏選舉資金的對手一網打盡，爭取在本月底
的佛羅里達州初選後，讓選舉形勢明朗化。屆時，排在
後面的參選人勢必會退出競選，而黨內一些大佬們也將
陸續出面表明立場選邊站。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未來兩
周除非發生極為戲劇化的事件，否則很難阻擋羅姆尼獲
得共和黨的提名。

消息稱，早在新罕州投票前，羅姆尼就已經在部署
南卡州和佛州的選舉。他不僅將身邊重量級的助選人員
派往南卡，還在佛州發起了廣告攻勢，積極爭取贏得後
續兩個州選民的支持。

自稱獲得 「歷史性勝利」
羅姆尼當晚在發表勝選感言時，感謝支持者幫他獲

得 「歷史性勝利」，他說， 「美國人民知道我們的前途
將更為光明，比現在這些麻煩不斷的時代要好。」他發
誓要在十一月的總統大選中戰勝現任總統奧巴馬。羅姆
尼說： 「總統已經沒有思想了。現在，他已經沒有辯解
的理由了。」 「今天晚上，我們呼籲南卡羅來納州人民
加入到新罕布什爾州人民的行列，讓二○一二年成為他
（奧巴馬總統）遺失的一年。」

羅姆尼將自己從商的經歷視為戰勝奧巴馬的一個寶
貴財富，讓選民相信他的經驗有助於發展經濟和創造就
業。他說： 「奧巴馬希望將自由企業送上審判台。在過
去幾天中，我們看到一些絕望的共和黨人也加入到他的
隊伍中。這無論對我們黨還是國家來說都是一個錯誤。」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在南卡州做的民調，羅姆尼
在該州的支持率已經上升到第一位，達到百分之三十七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民調顯示，在全國大選支持率上
，羅姆尼支持率為百分之四十七，領先奧巴馬兩個百分
點，是共和黨候選人中，唯一有望打敗奧巴馬的候選人。

共和黨初選形勢越快明朗，對共和黨最終贏得十一
月的大選越有利，因為這不僅可以減少內訌和分裂，而
且可以使全黨盡快團結一致，共同支持一個候選人，從
而與民主黨及奧巴馬展開終極競爭。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11日電】英國政府同意，
賦予蘇格蘭就是否脫離英國獨立舉行全民公投的權力
，首相卡梅倫希望，蘇格蘭能在未來18個月內公投，
若蘇格蘭地位不明確，會損害英國經濟。

英國這次考慮允許蘇格蘭做具法律約束的獨立公
投，被視為是英國未來走向的重要賭注，也是卡梅倫
執政以來最激進的一項政權保衛戰。

儘管強力反對蘇格蘭與英國分家，但卡梅倫表示
，蘇格蘭應盡早在明年舉行獨立公投，以免該問題所
造成的不確定性影響蘇格蘭的經濟。

蘇格蘭首席大臣西蒙特表示，蘇格蘭政府會在
2014年秋季就蘇格蘭獨立與否的問題舉行公投。主張
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在2011年5月的選舉中取得壓倒
性多數議席，黨魁西蒙特連任蘇格蘭議會首席大臣。

卡梅倫 9 日召開內閣會議討論蘇格蘭公投問題，
開腔表明蘇格蘭公投要得到倫敦政府認可才具法律效

益，公投內容只限於蘇格蘭選民對獨立與否說 「是」
或 「不」，不能成為替蘇格蘭自治爭取更大權益的全
民投票。卡梅倫還批評西蒙特的公投時間太遲，稱蘇
格蘭前景不明朗對經濟造成不利影響。

蘇格蘭副首席大臣斯特金此前曾指責英國政府
「企圖公然干涉」蘇格蘭的民主政治，卡梅倫否認指

控，並指他希望公投 「合法、公平和果斷」。
英國政府想速戰速決最大原因，是民調顯示現時

只有三成八蘇格蘭人支持獨立，反對的人超過一半。
倫敦政府財政部警告說，蘇格蘭如果獨立，不但

要申請加入歐盟，還得加入當前岌岌可危的歐元區。
換言之，英鎊將不能繼續作為蘇格蘭貨幣。

蘇格蘭和英格蘭於1707年合併。蘇格蘭和英國維
持從屬關係超過三百年，雖然蘇格蘭享有高度自治，
但爭取獨立聲音從沒止息。但英國傳媒指，由於民眾
都希望維持現狀，蘇格蘭脫離英國獨立機會不大。

英允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
唐寧街豪賭保政權 民調顯示難通過

【本報訊】據中新社曼徹斯特10日消息：儘管
外界篤信羅姆尼穩操勝券，素以見解獨立著稱的新
罕布什爾州選民對這位億萬富翁的疑慮仍存。

在美國政治傳統中，新罕布什爾州素以選舉風
氣開放、選民見解獨立著稱，無黨派選民所佔比例
高達四成。10日走出投票站後，不少選民延續 「獨
立」傳統，直言他們對目前的大熱人選羅姆尼仍有
疑慮。

女性選民克里斯汀．夏普說，這兩天她看到有
關羅姆尼的爆料越來越多，特別是他在貝恩資本公
司的工作經歷，讓人懷疑他的豐厚所得不算光彩，
所以要想贏得黨內總統提名，他還需更加努力地證
明自己。

創辦經營貝恩資本公司本是羅姆尼津津樂道之

事，以此展現自己具有豐富從商經驗，但早前羅姆
尼的競爭對手金里奇爆料稱，貝恩資本公司曾 「趁
人之危」展開收購重組，一旦成功就將原公司拆分
賺錢，暗諷羅姆尼是 「黑心」資本家。

在另一位選民喬伊斯．斯皮格爾眼中，貝恩資
本公司堪稱羅姆尼履歷上的一大污點，而且此事愈
發讓她相信， 「羅姆尼是位億萬富翁，屬於特權階
層，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草根民眾的」。

男性選民馬克．喬丹進一步表示，看到2011年
共和黨和民主黨爆發的各種政治纏鬥，讓他發現兩
黨都不會真心在乎 「那些明天就有可能死在街頭的
流浪漢」。 「我原來一直全心全意支持共和黨，但
去年對它抱有的幻想已經破滅，現在考慮變成一名
無黨派選民。」他說。

美選民對億萬富翁疑慮仍存

▲瀕海戰鬥艦美國海軍 「獨立」 號 路透社

◀羅姆尼在新罕
州曼徹斯特向支
持者發表演說

法新社

▲英國首相卡梅倫（左）與蘇格蘭首席大臣西
蒙特（右）就蘇格蘭獨立公投的時間產生分
歧 法新社

▲伊朗工作人員轉移遭到炸彈襲擊的汽車
新華社

▲潘基文秘書長致辭 本報攝

新罕州共和黨初選結果
候選人

羅姆尼

保羅

洪博培

金里奇

桑托勒姆

據95%點票結果

票數

95,669

55,455

40,903

22,921

22,708

百分比

39.4%

28%

16.8%

9.4%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