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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12 日消息：在福
島核災難擾亂世界核能增長步伐一年後，對電力有
強烈需求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加足馬力建造新的反應
堆。

據世界核協會統計，全球目前在建核反應堆共
有 60 座，還有 163 座處於已訂購或規劃的狀態。這
與世界核協會 2011 年 2 月─也就是福島核災難前
一個月時發布的調查結果相差無幾，當時的調查顯
示共有62座反應堆正在建造，156座處於已訂購或規
劃狀態。

為促進俄羅斯核出口而創立的俄羅斯國有企業
俄羅斯原子能集團公司發言人謝爾蓋．諾維科夫說
， 「在日本福島事故後，我們沒有損失一張訂單」
。該公司表示，2011 年底，公司的未交付國際訂單
增至21座反應堆，較前一年的11座有所增加。

許多國家的政府認為，核能必須保持自己的一
席之地。核電站較少受礦物燃料價格飆升以及天氣
因素的影響，天氣問題會增加風能等可替代能源生
產的複雜性。廈門大學中國核工業專家李寧說，人

們算來算去，然後意識到沒有核能是不行的。

日本力拓海外市場
由於在本國受阻，日本公司開始開拓海外市場

。日本三大核電設施製造商之一三菱重工業株式會
社社長大宮英明說，建設核電站在日本遭到了強烈
反對；但從全球來看，核能的需求並沒有降低。

日本三大核電設施製造商都說他們將在政府的
協助下，繼續執行福島地震前公布的全球商業計劃
。東芝公司希望在2015年前再售出25座核電站；日
立公司的目標是2030年前售出38座新的核電站；三
菱重工說達到 2025 年前每年售出兩座核電站的目標
只會稍有延遲。

日本議會 12 月審核通過了向約旦和越南出口的
核合作協定，與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蒙古和土
耳其達成的雙邊協議類似。其中一個吸引力在於：
有希望獲得日本政府下屬貸款機構的融資以及國家
擔保的私人銀行貸款。

日本原子力產業協會會長、福島核電站運營商

東京電力公司前高管服部拓也說， 「我們希望幫助
下一代對發展核能感興趣的國家；當然，我們希望
在他們未來的業務中分得一杯羹」。

全球在建60核反應堆
幾乎回復福島核災前水平

簡訊

■

全國人大代表、國家海洋局局長劉賜貴 3 日在
接受新華社的採訪時表示，近年來國家海洋局不斷
加強對涉及島礁主權、海域管轄權、海域劃界等維
護海洋權益工作的政策、立法、規劃的研究，堅定
不移維護海洋權益。國家海洋局建立了中國管轄海
域定期維權巡航執法制度，對外國船舶進入中國管
轄海域非法開展科研調查、資源勘探開發等活動進
行了維權執法。現在，國家海洋局所屬海監船舶飛
機巡航的範圍，北起鴨綠江口、東至沖繩海槽，南
達曾母暗沙，包括蘇岩礁、釣魚島、黃岩礁以及南
沙諸島在內的中國全部管轄海域。

金在信強調說，雖然韓中兩國就專屬經濟區
（EEZ）的邊界劃定問題尚未達成協議，但離於島屬
於韓國管轄的海域。韓方絕不會容忍中國通過此次
發言試圖對離於島行使主權。

他還說，離於島歸屬需雙方通過談判解決。希
望雙方盡早進行談判，就EEZ劃定問題達成協議。

張鑫森回應說，將向中國政府轉達韓國政府的

立場。但他還闡述中方的原則立場，表示離於島附
近海域屬於中國專屬經濟區，韓國政府應理解中方
的立場。

李明博：「可自然而然屬於韓國」
韓國總統李明博12日表示，離於島不是領土糾

紛地區，如果韓中兩國就專屬經濟區達成協議，將
自然而然地屬於韓國。李明博當天受邀出席在首爾
教育文化中心召開的韓國媒體編輯人研討會，並做
了上述表示。他表示，若在濟州島鄰近海域發生領
土糾紛，可能會給韓國經濟帶來致命性打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12日主持例行記者會
時表示，中方關於蘇岩礁的立場是明確的，蘇岩礁
所處海域位於中韓專屬經濟區主張重疊區，其歸屬
須雙方通過談判解決。在此之前，雙方都不應在該
海域採取單方面舉動。同時，中韓雙方就蘇岩礁問
題也是有共識的，即該礁不具有領土地位，中韓雙
方不存在領土爭端。

韓抗議華蘇岩礁維權【本報訊】據新華社雅加達 12 日消息：中國駐印
度尼西亞大使館12日證實，印尼一架搭載176名中國遊
客的飛機當天從峇里島飛往杭州途中，在東加里曼丹省
經停時脫離跑道，所幸機上所有乘客平安。

中國駐印尼大使館領事部參贊鍾瑞明說，事故發生
後，大使館高度重視，立即與執飛的巴達維亞航空取得
聯繫，請其做好中國乘客回國的安排。使館也與杭州的
旅行社聯繫，請他們通過當地領隊轉達使館對遊客的慰
問。

他說，目前該航空公司已經從雅加達派出飛機赴東
加里曼丹省峇里巴板，隨後將把中國乘客送抵杭州。目
前看來，事故原因是機場跑道某一段出現塌陷，導致飛
機無法正常降落。

印尼一飛機脫離跑道
176名中國乘客平安

▲3月11日，環保分子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舉行反核示威 路透社

【本報訊】據法新社蒙特利爾11日消息：
加拿大史上最大宗民事訴訟12日在蒙特利爾市
開審。原告以煙民未獲充分警告吸煙的危害為
由，向 3 家主要煙草公司索償 250 億美元（約
1939億港元）。

原告透過魁北克最高法院，分成兩組，集
體向帝國煙草、JTI-麥克唐納，還有樂富門本
森與赫奇這3家公司提出訴訟。

在第一宗訴訟中，9 萬名魁北克省煙民及
前煙民說自己患上多種與吸煙有關的疾病，包
括肺氣腫和咽喉癌等，每人索償10.5萬加元。
在第二宗訴訟中，180 萬名煙民說自己未能成
功戒煙，每人索償1萬美元。據法庭文件顯示
，原告指控加拿大的煙草公司隱瞞研究結果，

不讓人知道吸煙與嚴重的健康問題如癌症彼此
之間的聯繫。與訟人之一的反煙草組織代表布
萊，為患上肺癌、喉癌或肺氣腫的吸煙者，他
於 10 歲時開始吸煙。布萊表示，至 1970 年代
時才開始聽聞吸煙的可能害處。

今次訴訟亦指出加拿大的煙草公司，嘗試
操控香煙的尼古丁水平、增加危險物質焦油的
水平，並加入某些產品如阿摩尼亞。

被告公司強烈否認
這2宗訴訟的說法相似，指稱煙草公司多

年來已清楚知道本身的產品的影響，但並未警
告消費者，也低估了與煙草有害影響的相關證
明，以及涉及肆無忌憚的行銷和毀滅文件。有

關的說法全部被這些公司強烈否認。這些公
司表示，與吸煙有關的健康風險已經廣為人
知，也由政府及公共衛生部門的官員用文件
來詳盡證明。它們表示，公司方面已遵守了
政府的法例及指引，例如在包裝上加上了大
的圖像標識。

魁北克並非加拿大唯一有人要求煙草製造
商作出金錢賠償的省份。以卑詩省為首的數個
省份亦向加拿大的煙草公司興訟，追討高達10
位數字與吸煙有關的醫療費用。而在鄰國美國
，煙草公司已在可成判例的1宗詐騙訴訟中被
定罪，而且也因為其他的訴訟而在為期25年內
支付至少2060億美元，數目之大，比大部分國
家每年國內生產總值還要多。

【本報訊】據中央社、中通社 12 日消息：聯合國與阿
拉伯聯盟的敘利亞危機特使安南 12 日離開大馬士革，未能
敲定終結敘利亞流血衝突的協議。分析人士認為，安南的斡
旋未獲突破性進展。

安南表示： 「任務將非常艱巨、困難，但我們必須抱有
希望。我對此樂觀以對。」他並強調尋求化解暴力衝突的迫
切性。安南警告： 「情勢非常糟且危險，我們都無法承擔失
敗。」巴沙爾對於安南所提出的停火、對話和人道救援等
「具體建議」尚無明確回應。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表示，敘利亞和平特使安南與巴
沙爾舉行第2輪磋商的同時，敘國各地至少有34人喪命，其
中近半數是平民。死者包含 15 名平民、14 名政府軍和 5 名
反抗軍，其中大多發生於伊德利布省、大馬士革和哈瑪市。
該人權組織負責人拉曼表示： 「反抗軍和政府軍上午開始在
伊德利布省阿詹紐地亞激烈交戰。」

沙特《利雅得報》發表文章認為，安南此次訪問敘利亞
，目前為止看來效果甚微。安南在同巴沙爾會談時希望能通
過政治途徑對話解決危機，儘管安南提供了很多具體的實施
建議，但是巴沙爾方面對這些提議似乎興趣有限。另一方面
，安南在同敘利亞反對派人士會談時，反對派方面強調恢復
談判的底線就是巴沙爾下台。由此看來，安南從中斡旋的餘
地很小。 韓斥巨資變礁為島

安南敘國斡旋無功返

■

■

澳洲2中國留學生車禍亡
【本報訊】據新華社堪培拉 3 月 12 日消息：中國駐澳

洲大使館教育處 12 日向記者證實，3 名中國留學生 11 日在
高速路上超速行駛，導致車輛失控撞上路邊大樹，車上兩人
當場死亡、一人受輕傷。

據了解，這3名留學生是澳洲國立大學學院的預科生。
11日正值周末，3人早上駕車從堪培拉出城，往新南威爾士
州的東部海濱方向。當地時間10時30分左右，車輛在金斯
高速路上因超速（140公里／小時）超車行駛，失控撞上路
邊大樹，前排2名學生當場死亡，後排1名學生受輕傷。

奧巴馬將訪朝韓非軍事區
【本報訊】據韓國《朝鮮日報》12 日消息：外交消息

人士稱，美國總統奧巴馬將在 26、27 日到韓國參加 「首爾
核子安全高峰會」期間將訪問朝韓的非軍事區（DMZ），
戒備森嚴的該區將朝鮮半島一分為二，四周環繞帶刺鐵絲網
並埋有地雷。

該外交消息人士披露，韓國與美國正在討論在奧巴馬訪
問期間向朝鮮傳遞怎樣的信息。他說： 「奧巴馬可能會發表
演講，表達國際社會對朝鮮的關注以及美國保持韓美同盟關
係的堅定決心。」據悉，奧巴馬還將考慮訪問美國駐該地區
的軍事基地博尼法斯營地，而這將成為奧巴馬總統對朝韓非
軍事區的首次訪問。

報道稱，顯然，白宮希望加強與韓國的同盟關係，並對
朝鮮的新政權施壓使其放棄研發核武器。

薩爾科齊為細仔襲警致歉
【本報訊】據中通社巴黎 12 日消息：本月 8 日，薩爾

科齊的小兒子路易斯同2個朋友在法國愛麗舍宮院牆內用西
紅柿、石子及紙團 「襲擊」愛麗舍宮外面的一名女警察。來
自巴黎警局的消息稱，這名女警提起訴訟請求，但她最終被
勸說放棄訴訟，勉強接受了來自 「非常尷尬的總統親自對她
做出的道歉」。

薩爾科齊向來自詡為 「打造法治國家」的總統，此事被
曝光令他的處境十分尷尬。他本人教育孩子的方式也受到質
疑。有分析認為，薩爾科齊原本欲在總統競選上積極籌措
「翻身」，但家醜卻給了他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

▲加拿大蒙特利爾貨架上，香煙包裝上有明顯的
「有害健康」 標識 路透社

▲安南（左）10日與敘利亞外長穆阿勒姆在大馬士革的
會議中交談 法新社

【本報訊】據環球網、韓聯社、韓國《中央日報》12日報道：蘇岩礁
（韓國稱離於島）是位於東海北部的水下暗礁，屬於我國管轄的海域。然而韓
國卻無視這一客觀事實，對我加強對其維權巡航橫加指責。韓國外交部次官補
（部長助理）金在信12日召見中國駐韓國大使張鑫森，就中國國家海洋局局長
劉賜貴的發言表示抗議。

蘇岩礁位於中國東海北部，在江蘇南通和上海崇
明島以東約150海里，是江蘇外海大陸架延伸的一部
分。 韓國官方對蘇岩礁的歷史沿革閉口不談；事實
是，自古以來蘇岩礁附近海域一直是中國魯、蘇、浙
、閩、台等地漁民活動的漁場。近代以來也沒有一個
國家對此提出過異議。

專屬經濟區是聯合國海洋法上規定的各國對沿海
200海里內所有資源專屬經濟權利的水域，但是韓中
兩國間的海域不足400海里，故出現重疊部分。中韓
兩國自1996年起就專屬經濟區劃界進行了磋商。

韓國《中央日報》稱，韓國主張將中間線作為經
濟水域，而中國主張應該考慮到海岸線長度和大陸架
的延長線等進行劃定。蘇岩礁的經濟價值也很可觀。

據推測，在包含蘇岩礁在內的東中國海一帶，最多埋
藏有1000萬桶原油和72億噸的天然氣。而且，韓國
90%的海上出口貨運量都經過蘇岩礁南部海域。

近年來，韓國針對蘇岩礁的動作頻頻，1987 年
，韓國最南端的濟州地方海洋水產部開始將蘇岩礁標
記為 「離於島」。韓國從 2000 年下半年開始，投資
230多億韓圜（約合2400萬美元）在蘇岩礁最高峰的
南側65米處，打樁興建一座高76米，重3600噸，相
當於 15 層樓高的巨大鋼筋建築物，稱之為所謂 「韓
國離於島綜合海洋科學基地」，該基地建成後，韓國
曾在附近海域進行各種資源勘探，並派出艦艇和飛機
巡視，儼然將其視為海外領土的延伸。

在韓國政府興建 「韓國離於島綜合海洋科學基地

」期間，中國政府曾於2000年和2002年兩次就韓方
在蘇岩礁修建海洋觀測站問題向韓方提出交涉，反對
韓方在兩國專屬經濟區主張重疊海域的單方面活動。

韓媒促建濟州海軍基地
韓國《中央日報》稱，中國於去年7月向蘇岩礁

海域派出官方船隻，要求正在打撈沉沒船隻的韓國船
隻停止打撈作業，並表示將在同年12月派3000噸級
的大型巡察艇 「海監 50 號」對蘇岩礁在內的海域進
行巡察。

韓國《中央日報》指出，蘇岩礁問題說明了
「韓國建設濟州海軍基地的必要性」。如果在蘇岩

礁海域發生糾紛，從釜山海軍作戰師派出艦隊需要
21 小時 30 分，但是若從濟州出發則僅需 7 個小時便
可到達。

（中通社 韓國《中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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