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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共同社、新
華社18日消息：日本首相野田佳彥18日上
午出席防衛大學自衛官畢業禮時，要求自衛
隊積極做好準備， 「迎擊」 朝鮮用火箭發射
的衛星。野田同時提醒自衛隊員，要時刻關
注中國的軍事動向。朝中社則在18日發表評
論稱，朝鮮依靠自己的技術和力量發射地球
觀測衛星是其合法權利，堅持按計劃發射。

自衛隊擬加快部署防導系統

官二代輪姦焚燒少女 烏全國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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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揚言迎擊朝衛星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17日電】為了促進中國流

失海外的藝術品回歸故里，同時也讓美國人民了解到中
華瑰寶的魅力，中國保利集團下屬的北京保利國際有限
公司將於3月19日正式成立美國紐約代表處。

據悉，保利國際董事總經理李達屆時將攜書畫部藝
術總監李雪松、古董部總經理李移舟、珠寶部總經理王
婷、美國全權代表趙東等數位公司高層來美主持盛典，
並邀請北美地區的各界代表蒞臨。恰逢紐約春季亞洲藝
術周期間，雲集紐約的全球著名收藏家們也將受邀前去
觀禮。紐約市長彭博在給保利紐約代表處的賀信中表示
，歡迎中國最大拍賣行之一的北京保利國際來到紐約建
立代表處，在聚集紐約與世界各地更多藝術與商業界精
英的同時，更會為紐約未來的蓬勃發展作出貢獻，特此
預祝開幕典禮圓滿成功。

北京保利國際有限公司成立於2005年7月1日。在
中國保利集團的關注和支持下，經過六年多的發展，成
為全世界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的領軍企業。2011 年，
北京保利全年共取得121億元的總成交額，蟬聯年度全
球中國藝術品成交額冠軍和春秋兩季大拍成交額冠軍。
2011 年保利拍賣王蒙《稚川移居圖》、徐悲鴻《九州
無事樂耕耘》、乾隆 「太上皇帝」圓璽、吳冠中《獅子
林》4 件拍品成交單價過億，203 件拍品過千萬，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成績，為實現 「將中國藝術品交易中心轉
移到北京」的宏願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保利拍賣今在美設代表處

阿議會：濫殺案涉20美兵

▲阿富汗 「濫殺案」 疑犯貝爾斯位於美國華盛頓州的住宅
美聯社

平壤堅持如期發射

英工黨黨魁涉利益衝突
【本報訊】據《星期日泰晤士報》18 日報道：一

名曾用自己的勞斯萊斯汽車搭載英國工黨黨魁文立彬到
旗下足球俱樂部參觀的商人，向工黨捐款 10 萬英鎊
（約121萬港元）。

擁有前英超球隊侯城、人稱 「法老」的埃及裔商人
艾辛．阿拉姆曾嘗試說服由工黨控制的侯城市議會同意
一項房地產發展計劃。據悉，他與文立彬在2月會面時
，作出上述捐款提議。工黨拒絕確認這筆捐款。但《每
日郵報》周日披露的信件內容顯示，工黨就阿拉姆向該
黨資金所作的 「巨大貢獻」，致以 「誠摯的感謝」。

阿拉姆跟侯城市議會就兩個房地產發展項目已經鬥
爭多時，當中包括一個運動場的項目。

敘總統傾慕者電郵曝光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8 日消息：敘利

亞反對派泄露了據稱由3名女子寄給敘利亞總統巴沙爾
的電郵。20 來歲的公關顧問、敘利亞駐聯合國大使的
女兒加法里，被指在她寄出的電郵中，透過巴沙爾的一
名顧問向巴沙爾傳話說： 「我真的真的很愛他，我也想
念他。」

另一名公關顧問阿里則附上一張巴沙爾年輕時拍的
照片，說他 「很可愛」。第3名被指向巴沙爾寄信的仰
慕者是穆阿凱赫。她被指在電郵中說： 「我的生命中不
能沒有你。」

電郵的細節在 18 日出版的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
》曝光。在此之前，巴沙爾被指與一名神秘女子互通電
郵，當中雖然有討論到國事，但語氣輕佻。這對男女甚
至被指在從另一個電郵地址寄出的信中互相傳送黎巴嫩
情歌。

美教師也門南部遭槍殺
【本報訊】據新華社 18 日消息：也門安全官員透

露，一名美國公民 18 日上午在也門南部塔伊茲省省會
塔伊茲市被不明身份武裝分子槍殺。

這名美國公民是塔伊茲市一所瑞典開辦的外語學校
的主管，18 日上午他在上班途中遭到兩名蒙面武裝分
子開槍射擊，並當場死亡。襲擊者隨後駕車逃跑。也門
國防部一名官員說： 「安全部隊人員正在全力搜尋槍殺
美國公民的襲擊者。這起襲擊事件很可能是 『基地』組
織所為。」

【本報訊】據韓聯社18日消息：朝鮮外務省副相
、朝鮮半島核問題六方會談朝鮮代表團團長李容浩17
日訪問了北京。

報道說，北京的外交消息人士表示，李容浩在本
月7日至9日訪問美國參加由雪城大學馬克斯韋爾學院
和德國一非政府組織共同主辦的有關東北亞局勢的研
討會之後會相繼訪問俄羅斯和中國。據悉，李容浩將
在訪中期間會晤中國政府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
偉，就重啟六方會談的方案交換意見。同時，中朝兩
國還可能就朝鮮發射「光明星3」號衛星計劃交換意見。

另據中通社18日消息：朝中社17日報道，在朝鮮
2月16日迎接金正日誕辰70周年 「光明星節」之際，
多國元首及人士向朝鮮發來電文致意。朝鮮黨和人民
的最高領導者金正恩向他們致回電表示感謝。

金正恩致回電的各國國家元首包括：俄羅斯總統
梅德韋傑夫，古共中央第一書記、古巴國務委員會主
席、部長會議主席勞爾．卡斯特羅，緬甸總統吳登盛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幾內亞總統阿爾法．
孔戴，剛果（金）總統約瑟夫．卡比拉，烏干達總統
穆塞韋尼等。

朝六方會談首席代表訪華

簡訊

▲烏克蘭女權組織成員在基輔的總檢察長辦公室門
外赤裸上身示威 互聯網

▲ 「佔領華爾街」 示威者17日在紐約慶祝半周年
美聯社

▶18歲受害者馬卡爾
互聯網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18日出席防衛大
學自衛官畢業禮 法新社

18日上午10時，位於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日本防
衛大學舉行畢業禮。作為自衛隊最高指揮官的野田首
相出席典禮並訓話。野田在訓話中指出，近日朝鮮
宣布將發射衛星，利用火箭發射衛星 「有違聯合國
安理會有關禁止朝鮮開發導彈技術的相關決議」，因
此，希望自衛隊積極做好準備，時刻做出 「必要的對
應」。

野田：關注中國軍事動向
野田在18日上午的訓話中還特別指出， 「中國軍

事的不透明性在增加」，對此必須予以嚴密關注。
日本防衛相田中直紀17日視察了位於茨城縣小美

玉市的航空自衛隊百里基地。他向約 900 名自衛隊員
訓話時要求自衛隊員 「隨時抱着危機意識努力執行任
務」。

田中直紀就朝鮮宣布將於 4 月發射衛星一事表示
，政府已開始探討是否加快部署地對空導彈 「愛國
者-3」（PAC3）及宙斯盾艦。

為防禦落到日本境內的朝鮮彈道導彈，2009 年 3
月時任防衛相濱田靖一下達了摧毀指令。此後，日本
航空自衛隊在岩手、秋田兩縣及首都圈等地部署了
「愛國者-3」，海上自衛隊則在日本海及太平洋分別

部署了2艘和1艘宙斯盾艦。
2009年4月5日，朝鮮發射了 「光明星2號」衛星

。朝鮮稱， 「光明星 2 號」衛星順利進入軌道，衛星
在專屬軌道上正常旋轉。但美日韓一致認為，朝鮮沒
有任何發射物進入軌道。朝鮮發射的只是一枚遠端彈
道導彈。而火箭的第一級助推器最終墜入日本海，其
他助推器和搭載物則墜入北太平洋。

之後，聯合國安理會於2009年4月13日就朝鮮發

射衛星問題一致通過了一份主席聲明。聲明說，朝鮮
於 4 月 5 日進行的發射活動違背安理會 2006 年通過的
第1718號決議，安理會對此表示 「譴責」，並要求朝
鮮不再進行進一步的發射活動。

另外，朝中社18日發表評論稱，朝鮮依靠自己的
技術和力量發射地球觀測衛星是其合法權利，在發射
和製造人造衛星問題上絕不允許雙重標準。

朝稱發射合理合法
朝中社評論說： 「和平開發和利用宇宙空間是國

際上公認的主權國家的合法權利。旨在科學研究和經
濟發展的衛星發射，並不是只限於一些特定國家的專

利。朝鮮在前兩次發射衛星時，也完全遵守了有關國
際規定和慣例。」

評論強調說，朝鮮不會因為外國干涉而取消已計
劃的衛星發射，企圖惡意利用衛星發射打壓朝鮮政治
、軍事、經濟的卑劣行徑，是絕不能容忍的。

朝鮮宇宙空間技術委員會發言人16日發表談話說
，朝鮮將於4月12日至16日之間用 「銀河3號」運載
火箭從朝鮮平安北道鐵山郡的西海衛星發射場向南發
射自行研發的地球觀測衛星 「光明星 3 號」，以迎接
金日成主席誕辰 100 周年。朝鮮此舉引起各方高度關
注，聯合國、韓國、日本、美國等呼籲朝鮮重新考慮
或停止這一計劃。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美聯社18日
報道：當地媒體18日援引阿富汗議會一個
調查團的聲明說，11日發生的美軍士兵槍
殺阿富汗平民事件並非一名士兵單獨所為
，而是有計劃的襲擊行動。

據悉，由 9 名議員組成的高級調查團
17日向阿富汗議會提交調查結果稱，由15
到20名士兵組成的兩個行動小組在空中力
量支援下執行了槍殺行動，造成16名平民
死亡，其中兩名女性受害者曾遭到性侵犯
。調查團要求在阿富汗對這些士兵進行公
審。

調查團成員沙克拉．哈希米說，調查

團經過調查認為，「在槍殺事件發生時，有15
到20名士兵出現在事發現場，同時還有兩
架直升機和一架軍用飛機在空中盤旋」。

美聯社此前報道，美軍方面和阿富汗
調查人員就案情事實部分存在爭議，焦點
是槍手數量。

與此同時，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派出
的一個政府調查團也在對事件進行調查，
但目前尚未公布調查結果。

阿富汗總統府11日發表的聲明曾提及
，一名事發當地的男孩打電話說，當天凌
晨多名美軍士兵闖進他家吵醒家人，並朝
他們開槍。阿富汗媒體也曾報道，多名當

地村民表示不止一名美軍士兵參與了這一
行動。但槍殺事件發生後，美方一直堅稱
是一名美軍士兵單獨行動製造了這起槍殺
平民事件。阿富汗議會嚴正要求在國內公
開審訊嫌犯，但遭美國國防部拒絕，稱美
軍在阿富汗擁有司法豁免權。

疑犯貝爾斯供不起樓
另訊，除了因得不到升遷及第四次被

派駐前線而感到憤怒失望外，38歲的疑犯
羅伯特．貝爾斯還面臨經濟上的窘境。他
被指疲於支付位於華盛頓州住所的按揭，
他的妻子在槍殺案發生前三日剛剛把這套
房子放售。

據悉，貝爾斯和妻子於2005年以28萬
美元（約合港幣 217 萬元）購入的這一住
宅，如今已經跌至 22.9 萬美元（約合港幣
178萬元）。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8日消息：烏克
蘭一名少女懷疑遭兩名前政府官員的兒子輪姦之後，
被拋棄在一個建築地盤中放火焚燒，幸而大難不死。
但當局處理本案的手法引起烏克蘭全國爆發示威。

事主是18歲女子馬卡爾，她在本月9日於尼古拉
耶夫發生的這次可怖的襲擊中生還。火燒掉她55%的
皮膚。醫生為了保住她的性命，截去她的一隻手臂和
雙腳。

據土耳其《自由報》報道，本案其中兩名疑犯，
是 23 歲的地區長官兒子普里瑟尼科夫，和 21 歲的地
區檢察官兒子波戈相。

馬卡爾聲稱，她獲得普里瑟尼科夫和波戈相的邀
請，到他們的友人克拉斯諾舍克的家去，並在那裡被
強姦。他們企圖令她窒息而死，然後用一張床單把她
裹起來，把她拋棄在一個建築地盤的坑中，再向她點火。

她接受手術之後，終於能向警方憶述案發經過。
馬卡爾說：「我以為我死定了。我感覺不到自己的身體。
我起初尖叫求救。但現場沒有人。我開始禱告。」

據尼古拉耶夫的檢察官辦公室說，本案有 3 名疑
犯被捕，但其中兩人因證據不足，當天就獲釋。雖然
馬卡爾的母親堅稱女兒可以說話，但檢察官說，他們
並沒有向她進行問話，因為她神智不清。

然而，當一名警察局長證實其中兩名疑犯是前政
府官員的兒子，全國人民憤怒了。這兩名疑犯的其中
一人，還在一段上載到錄像分享網站YouTube的錄像
中，鎮定地描述該次襲擊。

女權人士赤裸示威
烏克蘭女權組織（Femen）成員在基輔的總檢察

長辦公室門外赤裸上身示威，高呼： 「虐待狂去死！
」她們又用粗言穢語高呼要 「處決」不良分子。

示威令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下令總檢察長監督
本案。上述兩名前政府官員的兒子再度被捕。3 名疑
犯全被落案控以企圖謀殺罪。議會議員呼籲烏克蘭官
方將被告判處死刑，其中一名議員甚至建議將本案懷
疑強姦事主的犯人閹割。

◀日本自衛隊2007年12月17日發射
反彈道導彈標準三型 資料圖片

佔領半周年 紐約警民衝突
【本報訊】據新華社紐約17日消息：200多名 「佔

領華爾街」的抗議者 17 日在位於紐約曼哈頓下城的祖
科蒂公園舉行示威活動，慶祝 「佔領華爾街」六個月紀
念日。當天的示威活動在紐約當地警察的嚴密注視下進
行，近十輛警車停靠在公園旁邊隨時待命。在這期間，
警方逮捕了一些示威者，並在逮捕過程中與示威者發生
多起小範圍衝突，但衝突並未造成人員受傷。

此外， 「佔領華爾街」活動組織者在網站上宣布，
將在五月一日勞動節當天發起一輪更大規模的罷工，並
且加緊培訓示威者們如何更有效地參與遊行和示威。

中新社製圖中新社製圖

朝鮮下月發射第三顆衛星

●1998年8月31日，
朝鮮利用 「白頭山1號
」 運載火箭發射了 「光
明星1號」 衛星。

● 2009 年 4 月 5 日，
朝鮮利用自主研製的
「銀河2號」 三級運載
火箭發射了 「光明星2
號」 試驗通信衛星。

朝鮮將於4月12日至16
日在西海衛星發射場，利
用 「銀河3號」 運載火箭發
射 「光明星3號」 地球觀測
衛星。這將是朝鮮自主發
射的第三顆衛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