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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擬下月試射潛射型導彈

簡訊

■日公務員大幅減薪助重建

■日或取消採購美F-35戰機

【本報訊】綜合韓國《朝鮮日報》、《中央
日報》29 日報道：今年在巴塞羅那舉行的 「2012
年世界移動通信大會（ 『巴展』）」上，中興
（ZTE）、華為等中國手機廠商紛紛推出頂尖科
技的四核智能手機，彰顯勢力。對此，韓國媒體
報道稱，一直由美國、歐洲、韓國，日本主導的
世界手機市場響起了 「中國警報」，引發LG電子
、三星等手機廠商警惕。

自產處理器引矚目
報道稱，今年 「巴展」推出四核智慧手機的

四家公司中，除了韓國LG電子，剩下的三家全部

是中國企業，他們分別為華為、中興以及HTC。
目前大多數智慧手機配置雙核，四核速度是雙核
的 2 倍。而華為成功自產處理器這一點分外受人
矚目。

據悉，除了華為外，其他推出四核手機的公
司均使用英偉達（nvidia）的 「Tegra3」。在世界
手機生產商中，安裝自產處理器芯片集的公司，
除了三星之外寥寥無幾。就連蘋果自身的芯片集
，也是委託三星生產。

「已經沒有技術差距」
報道引述LG電子相關人士的分析稱： 「如果

中國產芯片進展順利，未來將成為令人生畏的競
爭對手。」三星電子相關人士也表示： 「中國企
業吸收其他公司優點的能力又提高了一個等級，
他們從計劃到生產產品的時間也不斷縮短。我們
現在已經看到了明確的信號，在不久的將來他們
將給韓國企業造成威脅。」

華為和中興表示，將於今年第二季度正式推
出四核智慧手機。這和 LG 電子和 HTC 的四核智
能手機上市時間一致。這也證明中國和韓國手機
企業之間 「已經沒有技術差距」。LG電子常務馬
昌（音）說： 「華為發展很快，技術差距已經
非常小。」

報道稱，中國廠商的崛起已經對韓國手機廠
商形成實際威脅。根據市場調查公司Gartner的調
查結果，華為 2011 年第 4 季度在全世界售出了
1396萬部智能手機，其市場佔有率也上升到了第
6 位達到 2.9%，與第 5 位 LG 電子僅相差 300 萬部
。而在該季度市場佔有率緊隨諾基亞、三星、蘋
果之後排名第 4 的中興手機，今年推出了包括四
核智慧手機 「ZTE Era」在內的8款新產品。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二十八日電】美國
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羅姆尼28日贏得亞利桑那
州和密歇根州的黨內初選，遏止住主要對手
桑托勒姆不斷上升的人氣和咄咄逼人的挑戰
勢頭，進一步鞏固了他在黨內的領先地位。

根據兩州選舉初步結果顯示，羅姆尼在
亞利桑那州初選中獲得了 48%的選票，桑托
勒姆只有 26%。在密歇根州，羅姆尼的支持
率是 41%，桑托勒姆是 38%。另外兩個候選
人保羅和金里奇都明顯落後。根據美國有線
新聞網的統計，羅姆尼已經獲得 165 張選舉
人票，桑托勒姆只有44張，而金里奇和保羅
分別只有 38 張和 27 張，羅姆尼已經與其他
競爭對手拉開了差距。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的選舉人票總數是1144張，要獲得共和黨的
總統提名，參選人必須獲得一半以上的選舉
人票。

在當天選舉前，桑托勒姆挾連勝三州的
氣勢席捲羅姆尼的老巢密歇根州，一度令羅
姆尼的選情吃緊。羅姆尼的父親曾任密歇根
州州長，他在2008年共和黨總統初選時贏得
該州，因此密歇根州本該很輕易地就成為羅
姆尼的囊中之物。但是，桑托勒姆在民調上
與羅姆尼交替領先，大有翻雲覆雨之勢，
實讓羅姆尼捏了一把汗。選前，兩人的口水
戰不斷升級，大打廣告，紛紛指責對方是偽
保守派人士。

根據民調顯示，看重參選人選舉資格和經驗的選民
喜歡羅姆尼，而桑托勒姆受到強調道德品質和真正保守
價值的選民支持。33%的選民認為羅姆尼最有可能擊敗
奧巴馬，15%的選民認為羅姆尼是一個真正的保守派人
士。桑托勒姆在福音派選民的支持率為50%。羅姆尼則
為35%。在密歇根，福音派佔所有選民的十分之四。

三月六日將是另外一個超級星期二，當天將有十個
州舉行共和黨初選。三月十日，還將有四個州舉行初選
。預計這兩天的選舉結束後，若無意外，共和黨候選人
的大局將可以確定。

華為中興驚艷巴塞羅那手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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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與中國展開貿易戰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彭博社、BBC

中文網29日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於當地時間28日
簽署行政命令，設立跨部門貿易執法中心，負責調查
美國主要貿易合作國的不公平貿易活動，矛頭直指中
國。分析指出，在國內經濟不景氣的形勢下，奧巴馬
力圖通過振興經濟來站住腳跟，在中美經貿關係上進
一步顯示強硬立場，準備與中國大打貿易戰。此外，
美國大選的壓力也迫使他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

對此，中國外交部29日回應稱，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
共贏。雙方應通過平等協商、互諒互讓妥善解決經貿摩擦。

奧巴馬直接點名中國
「美國工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如果競爭是公平的，我想你

們保證──美國總是會贏的，」奧巴馬28日在美國汽車工人聯合
工會上說，他正極力爭取這些工人在俄亥俄州和密歇根的支持。他
同時表示，新的執法機構 「將在聯邦政府所有資源的支持下，調查
並反擊全球不公平貿易活動，對象包括中國」。

據報道，奧巴馬早在其1月底發表的年度國情咨文中就宣布要
成立這一機構。而在其不久前向國會提交的2013財年預算案中，
奧巴馬建議為這一機構撥款2600萬美元，僱用50至60名員工。據
悉，該中心隸屬美國貿易辦公室，將協調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
、農業部、司法部、國土安全部、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等部門的貿
易執法活動。

據悉，該中心主任將由美國貿易代表羅恩．柯克挑選，副主任
則由商務部長約翰．布萊森挑選。柯克表示： 「我們加倍努力來實
現政府在增強貿易執法方面的承諾，我們將繼續向我們的貿易夥伴
施加壓力，要它們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規定並信守責任。」分析稱，
實現上述努力，將有助於奧巴馬實現到 2015 年讓出口成長一倍至
3.14萬億美元的計劃，以促進經濟成長並降低失業。

兩黨選戰齊拿中國說事
據報道，簽署行政命令之際，奧巴馬正面臨共和黨總統候選

人羅姆尼對其處理美中關係展開批評。同時，2011 年美國對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貿易赤字也升至創紀錄的2955億美元。批評
人士認為，奧巴馬政府此時成立貿易調查機構，是受選舉政治驅使
的。此前，共和黨總統提名候選人羅姆尼在《華爾街日報》撰文，
炮轟奧巴馬對華政策軟弱，甚至是 「卑躬屈膝」。

自從奧巴馬 2009 年 1 月就職以來，他的政府已經向世界貿易
組織提出6個案件，其中5個是針對中國。柯克28日說： 「我們查
處對華貿易案的比率是過去7年的兩倍」。

摩根士丹利亞洲區非執行主席、耶魯大學教授史蒂芬．羅奇日
前在一次論壇上表示，在美國分裂的政治現實中，民主、共和兩黨
不能在任何議題上取得共識，卻唯獨能在誹謗中國上態度一致，這
種傾向令人擔憂。他指出，將美國國內失業問題歸咎於中國，將貿
易問題政治化只會導致把美國自身的經濟政策引入歧途。羅奇說，
美國在2010年對88個國家和地區存在貿易逆差，這表明美國的貿
易不平衡問題是多邊的，而不是單獨存在於美中之間。因此，解決
美國經濟問題的答案在於美國自身的努力。壓中國，不是解決美國
問題的答案。

外交部回應：互諒互讓解決摩擦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二十八日電】紐約市首位華裔民選
官員、市主計長劉醇逸涉嫌競選募款違規一案，28日再起風浪
。當天早晨，劉競選籌款團隊的競選財務侯佳，以涉嫌募款欺
詐、企圖募款欺詐以及妨礙司法調查三項罪名被起訴，並於當
天下午在紐約南區聯邦法庭過堂。若這些罪名成立，每項最高
可判二十年。

25歲的北京姑娘
據悉，25歲的侯佳來自北京，2009年開始在劉醇逸競選團

隊中做義工。2010年的1月4日至11月19日在審計長辦公室工
作，職位是社區聯絡助理，拿37000美元的薪水。侯當天在法
庭上以十萬美元獲得保釋，並將於3月29日再次出庭。在此期
間，法庭將限制侯不能離開紐約地區。

長達 25 頁的起訴書中，詳細介紹了侯自 2009 年到 2011 年
間，涉嫌違規募款的欺詐活動。起訴書稱，作為競選募款團隊
的財務，侯的工作是確保每一筆政治獻金都不超過紐約市規定
的4950美元上限，並且有責任揭發其中的不法行為。然而，侯
為了繞過紐約選舉財政局規定的個人捐款上限，使用虛假捐款

人的方式進行募款。

劉感震驚意外
起訴書稱，去年7月16日，侯在布魯克林的一場籌款晚會

活動中，指導義工偽造募款人簽名。她還組建了兩個義工團隊
，一個負責偽造募捐人的簽名，用來填寫各種表格；另一個用
來確保所有捐款的支票和匯票不是連號。截至到2月27日，侯
製造了大約40個假捐助人，其中多次個人捐款超過萬元，為劉
醇逸2013年參選紐約市長提供了大量的非法政治獻金。此外，
在相關部門對劉醇逸涉嫌競選募款違規調查的期間，侯涉嫌向
紐約競選財務理事會隱瞞募款中間人數量，妨礙司法調查。

劉醇逸傍晚召開緊急記者會。他表示對侯佳被捕感到震驚
和意外，並表示他信任侯，希望她能得到公正的對待。劉醇逸
還表示，每個競選者都要為競選團隊運作負責，他也不例外。
對於下一步怎麼做，他會盡快做出決定。

此間政治分析人士稱，侯佳作為競選團隊成員被捕，對劉
醇逸的競選前途是致命的打擊。侯的被捕，可能意味聯邦調
查的主要對象，已經從募款人，轉移到劉醇逸團隊本身。

【本報訊】據中通社 29 日消息：據中國國防科技
信息網報道，印度國防研究與發展組織將進行兩次潛射
型K-15彈道導彈試射。試射將在位於安得拉邦外海的
水下平台上進行。第一次試射計劃於3月4日進行，第
二次將於 3 月 16-19 日之間進行。潛射型 K-15 彈道導
彈具備核能力，射程700公里。

印度國防官員表示，由於印度目前尚無潛艇可以發
射該型導彈，因此試射不得不在水下浮台上進行。儘管
「殲敵者」號潛艇已經建造完畢，但K-15導彈尚未部

署在該潛艇上。基於潛艇的試射只有在其海試成功後才
有可能進行。

【本報訊】據共同社 29 日消息：日本防衛相田中
直紀 29 日在眾院預算委員會上表示，有關為航空自衛
隊引進美國新型隱形戰鬥機F-35一事，若無法避免交
貨延遲或漲價的情況，可能取消採購合同。田中稱，
「若美方的提議無法實現，就必須考慮是否取消合同或

重新選擇其他機型」。對於計劃力爭在 2016 年度交貨
的4架F-35，田中預計最晚將在夏天簽約。

日本防衛省2月13日就F-35問題致函美國國防部
，提及若漲價則可能取消採購計劃，表達了對價格高昂
的擔憂。由於研發進度滯後，美軍等已決定推遲採購
F-35，導致該機型遲遲不能量產。有意見認為，面向
美軍的預定價格已經上漲。

【本報訊】據共同社29日消息：日本國會29日通
過一項大幅降低公務員薪金的法律，兩個財政年度公務
員的工資將平均降低 7.8%，節省的錢將用於補充東日
本大地震災後重建基金。

日本參院全體會議當天對國家公務員平均減薪
7.8%的臨時特例法案進行表決，在民主、自民和公明三
黨等多數贊成下獲得通過。法案時效到 2014 年 3 月底
，主旨為 「有必要應對嚴峻的財政狀況和東日本大地震
」。減薪所得將用於災後重建。這項法律明確規定：普
通國家公務員薪金在實施平均下調0.23%的2011年度人
事院建議的基礎上，2011 年 4 月起平均削減 0.23%，
2012年4月起科長級以上減薪9.77%，科長助理與股長
減薪 7.77%，主管人員減薪 4.77%，整體平均降幅為
7.8%。此外，首相的工資將削減30%，內閣成員及副大
臣削減20%，政務官削減10%。

▲28日的 「巴展」 上，華為展廳吸引了眾多
人士參觀 路透社

▲劉醇逸競選團隊的競選財務侯
佳28日清晨被捕 互聯網

▲28日在密歇根州的共和黨初選中，一名羅姆尼支
持者身布什頭像T恤上書：「想我了麼？」 路透社 【本報訊】據法新社、中央社28日報道

：美國太平洋地區司令羅伯特．威拉德28日
在國會表示，美國須在南海駐軍，以確保這
條國際貿易重要航道的安全。威拉德稱，
2010年以後，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對抗性相對
弱化，但在南海主權聲索國中，中國是唯一
一個對幾乎整個南海提出主權聲索的國家。

對此，中國外交部29日回應稱，中國在
南海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中國對
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沒有所謂強化和弱化問題。中國一貫從和
平發展的國家戰略和睦鄰友好的周邊外交政
策出發，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致力於與
有關當事國在尊重歷史事實和國際法的基礎
上，通過直接談判和友好協商，和平解決南
海爭議。這也是南海問題有關當事國的共識
。中國與有關國家的談判和磋商渠道是暢通
的。

希拉里欲維持美強權地位
另一方面，當地時間28日，美國國務卿

希拉里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上，為2013
年預算作證時指出，亞太地區攸關美國經濟
及安全，美國正強化和亞太盟友的關係，以

維持太平洋強權地位。
希拉里28日出席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聽證會，為聯邦政府2013財年外交關係預算
作證。她指出 5 個預算的優先事項。首先，
要維持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
國家安全任務。其次，希拉里指出，美國正
以前所未有的努力，要在亞太地區建立強大
的關係網絡，因為美國深信，未來沒有其他
地區比亞太地區更攸關美國經濟和安全的願
景。希拉里表示，美國在亞洲追求 「前瞻外
交」政策，強化和盟友的關係，推出新的戰
略對話和經濟措施，創造並參與重要的多邊
組織。種種措施旨在凸顯美國將繼續維持太
平洋強權的地位。

第三是美國將關注阿拉伯世界局勢。希
拉里指出，美國國務院提出 7.7 億美元的
「中東及北非激勵基金」，用來支持協助中

東及北非國家民主轉型、建立有效制度和經
濟發展的方案。第四是運用外交及發展成果
，為美國民眾創造工作機會。希拉里表示，
國務院擁有超過1000名經濟官員，努力協助
美國企業連結新市場和消費者。國務院也努
力因應貪腐、繁瑣規定、幣值扭曲以及知識
產權遭竊等問題。

美軍司令稱須駐軍南海

韓媒：世界市場響中國警報

籌款團隊財務涉欺詐被捕

▶▶奧巴馬奧巴馬 2828 日日
在華盛頓向美國在華盛頓向美國
汽車工人聯合會汽車工人聯合會
發表演講發表演講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