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法新社、美聯社墨西哥城 21 日消
息：地震發生很久之後，直到當地時間正午時分也沒
有任何一起死亡報告。

墨西哥城建在湖床之上，1985年一場8.0級地震
襲擊了這個城市，市中心30%的建築物變為廢墟，至
少1萬人在地震中喪生，約30萬人無家可歸。在過去
幾十年時間裡，格雷羅州經歷了數次嚴重地震，其中
1957 年的 7.9 級地震導致約 68 人死亡，1995 年的 7.4
級地震造成3人死亡。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城市曼薩尼
約1995年發生8.0級地震，51人在地震中死亡。1999
年，瓦哈卡州遭遇7.5級地震，造成至少20人喪生。

有分析認為，這次強震之所以未造成重大人員傷
亡，主要得益於 1985 年後，政府吸取當時地震造成
重大人員傷亡的教訓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首先，政
府制定了更為嚴格的建築法規，新建築的抗震性能得
到顯著提高。其次，政府在辦公及公共場所制定了相
關的安全章程與法規，以及在緊急情況下的疏散及應

急法案，這次地震發生後，墨西哥城居民也的確按照
這些法案在短時間內迅速有序地疏散到了安全地區。
一名跑到街上的上班族伯納爾說： 「有人告訴我們撤
出樓房。雖然這次地震威力很大，但是我們有充分的
準備，不像1985年那樣措手不及。」

此外，墨西哥還建立了全國民防體系、墨西哥地
震網、熱帶風暴預警體系、火山監控體系和自然災害
預防中心等諸多自然災害應對預防機構，它們能夠幫
助墨西哥有效應對各種災害。

美國地質勘探局地震學家蘇珊說，1973年以來，
在20日地震發生區域的500公里之內發生過15起7級
或以上的地震。每一次地震都使得不夠堅固的房屋倒
塌，最後留下來的就是能夠抵禦地震的牢固房屋。蘇
珊說： 「這是一個久經考驗的地區。」而此次地震的
破壞水平有限，也是由於此次地震釋放的能量比1985
年的要少。供職於墨西哥國家機構的地震學家卡斯特
說，兩者間的差異是3倍左右。

【本報訊】據法新社、美聯社墨西哥
城21日消息：當地時間20日12時02分，
墨西哥南部格雷羅州發生里氏7.4級地震
。震區當地官員稱，目前已收到1600座房
屋受損的報告，有11人受傷。這是當地
27年來最強地震，但奇迹般地無人身亡。

墨7.4級地震締無人亡奇迹
27年來最強 損千房11傷

日擬部署導彈攔截朝火箭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A8國際新聞責任編輯：馬麗音

簡訊

【本報訊】據共同社、朝中社 21 日消息：針對
朝鮮將於4月發射運載火箭的情況，日本政府考慮在
沖繩本島和沖繩縣石垣島部署 「愛國者3」型導彈。

日本防衛省副大臣渡邊周 20 日於海上自衛隊幹
部候補生學校畢業儀式上致詞時作出上述表態。報道
稱， 「愛國者3」型導彈在沖繩本島的部署位置可能
選在航空自衛隊第5高射部隊知念基地等地，包括沖
繩縣的沖繩本島，以及周邊八重山群島的石垣島。這
是日本首次在國土西南領域的沖繩部署「愛國者3」地
對空導彈，此前部署重點以關東和中部區域為主。田
中直紀將於 3 月 30 日前往沖繩，跟沖繩縣知事仲井
真弘多進行會談，就部署導彈事宜尋求共識解。

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官員的話說，日本政府同時
考慮在東海和日本海部署數艘載有 「標準3」型海基
攔截導彈的宙斯盾戰艦。日本防務大臣田中直紀 19
日表示，針對朝鮮運載火箭可能經過日本上空或在日
本境內墜落的情況，考慮向自衛隊下達用彈道導彈防
禦系統進行攔截的命令。

日防相混淆導彈名被轟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稱，日本政府 19 日已開

始準備工作，以備當朝鮮 「火箭」飛至日本領土和領
海時予以攔截。儘管實際上進行攔截的可能性較低，
但日本政府將強調捍衛國土的決心和堅固的日美同盟

，以牽制朝鮮。
滑稽的是，日本防衛大臣田中直紀居然沒有搞清

自衛隊擁有的地對空攔截導彈的名稱，遭到在野黨的
攻擊，要求他辭職。21 日上午，田中防衛大臣在記
者會上，說到日本政府已經準備對朝鮮計劃發射的
「人造衛星」實施攔截的問題時，將自衛隊擁有的地

對空攔截導彈 「PAC3」說成是 「P3C」。而 「P3C
」是日本海上自衛隊警戒偵察機的名稱。田中大臣被
稱為是 「防衛白痴」，最大在野黨自民黨議員 21 日
公開表示，讓這樣的白痴來負責日本的軍事防衛，是
一件很令人擔心的事，要求他辭職。

朝將 「朝核提案」 視為宣戰
朝鮮21日表示，如果在本月26至27日舉行的首

爾核安全峰會上發布朝核有關聲明，朝鮮將視其為對
朝宣戰。據朝中社報道，對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的討
論負有責任的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金星煥、六方會談
代表團團長林聖男等，相繼放出了會議上 「可能有北
方核問題有關的發言」、 「也許會有聲明發表」、
「可能傳遞北方應該放棄核物質的信息」等別有用心

的風聲。
該報道強調，朝鮮半島無核化是在整個朝鮮半島

實現無核化的問題。實際上根本不存在 「北方核問題
」，也沒有任何理由將其提交到會議日程。若首爾核

安全峰會發表朝核有關聲明等對朝進行挑釁，這將是
對留下朝鮮半島無核化遺訓的白頭山偉人願望的殘酷
褻瀆，將作為又一個特大犯罪而記載於史冊。任何挑
釁都將被視為是對朝鮮的宣戰，其後果將在討論朝鮮
半島無核化時成為巨大的絆腳石。

報道還稱，在世界最大核火藥庫──韓國舉行峰
會並商討核安全本身是愚弄國內外輿論，在國際社會
丟人現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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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彭博通訊社21 日發布數據顯示
，香港是全球最佳的經商地，其優勢不僅在於當
地的自由市場及低稅政策，而且香港還是世界通
往中國內地的門戶。

彭博社根據經濟融合度、勞工成本等六大標
準的考量，推出了全球最佳的經商地排名。擁有
700萬人口的香港踞榜首，第二至第五位分別是荷
蘭、美國、英國及澳洲。

彭博指，此次排名標誌着香港在回歸中國 15
年之後仍取得巨大成功。比如通用電氣在香港設
有業務；受2800萬中國旅客的吸引，GAP等眾多
零售巨頭紛紛落戶香港；滙豐等金融巨頭還在香
港證交所掛牌上市。

野村控股公司的亞洲經濟研究副主管木下智
夫表示，香港是通往中國內地的門戶，它有充滿
競爭力的稅率，許多企業自然會選擇將亞洲總部
設在這裡。他們希望將香港作為據點，接近中國

內地市場及其他亞洲地區。

荷蘭為最佳創業地
彭博社是通過對160個市場進行考察打分後得

出的排名，得分從零到100%。考量的因素包括在
當地設立企業、招聘員工及貨物運輸的成本、經
濟融合度、通脹腐敗等因素帶來的成本、中產階
級規模、家庭消費及人均GDP等方面。香港得分
49%，荷蘭為48.3%，美國達46.9%。在前50名中，德
國在經商成本、運輸成本與較小的有形成本中名
列前茅。黑山共和國享有最低的勞動與原料價格，
荷蘭則被譽為最佳的創業地點。以區域而言，智利
是拉丁美洲最適宜經商地點，阿聯酋則稱冠中東
與非洲地區，波蘭的得分居歐洲新興市場之最。

今年1月，美國傳統基金會及華爾街日報聯合
發布世界 「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也再次
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這已是香港連續第

18 年名列經濟自由度榜首。不過，香港依然面臨
諸多挑戰，香港的貧富差距居亞洲之最，可開發
土地比例不到25%，導致房價飆漲，低收入戶不滿
情緒高漲。

香港膺全球最佳經商地

▲彭博社21日發布數據顯示，香港是全球
最佳的經商地 資料圖片

地震震中位於格雷羅州奧梅特佩克市東北 52 公
里處，距離旅遊城市瓦哈卡162公里，震源深度為20
公里。

內政部長亞歷杭德羅．普瓦雷說，有 11 人在地
震中受傷，其中2人傷勢嚴重，但沒有提供更多的細
節。奧梅特佩克的一名醫院主管貝尼特斯說： 「這是
一場威力強大的地震。」奧梅特佩克距離震中只有
25 公里。格雷羅州州長阿吉雷告訴官方電台，小海
岸地區 4 個市的 1600 棟房屋遭到毀壞。他說政府部
門正在檢查奧梅特佩克附近的學校和公共建築有沒有
損壞。

奧梅特佩克是一個擁有2萬人口的小鎮，距震中
最近。奧梅特佩克的許多房屋都出現了受損跡象，當
地大醫院的病人都撤離到花園空地上，包括正在分娩
的孕婦。

墨西哥城機場短暫關閉
墨西哥城市長厄伯拉特表示搭乘直升機視察時，

未見嚴重災情。他指出，供水系統和其他 「戰略服務
」都沒有問題。墨西哥城的房屋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搖
晃，通話和電力都中斷，交通信號燈也停止工作，辦
公室的工作人員都跑到大街上避難。當地媒體報道說
，在墨西哥城北部，一座人行天橋坍塌，倒向一輛空
置的公交巴士，導致一人受傷。

墨西哥城國際機場的部分窗戶出現了破損，約有
40 名乘客在墨西哥城機場的飛機上出現了短暫滯留
，不過很快被放行。兩個機場客運站之間的單軌電車
出現暫時停運。機場曾關閉一段時間，但之後官方表

示機場跑道沒有受到損壞，恢復機場運營。
美國駐瓦哈卡領事館工作人員西莉亞在地震發生

時從墨西哥城飛回來。她說當時機場裡一陣恐慌，人
們爭先恐後的向大門跑去。但是機場沒有什麼大的損
失，也沒有出現人員傷亡。她表示，地震發生後她們
又感覺到了兩次餘震，瓦哈卡市中心的市民這個時候
大多都跑到大街上避難， 「城市搖晃得很厲害」。

奧巴馬長女墨國度假平安
地震發生時，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長女瑪麗亞正在

墨西哥度假，所幸安然無事。第一夫人的公關主任謝
克表示，第一千金瑪麗亞 「平安無事，也從沒置身險
境」。瑪麗亞現年 13 歲，她與同學在墨西哥西南部
瓦哈卡州度假。根據先前傳出的消息，瑪麗亞與 12
名友人度假，並有25名特勤局探員保護。

【本報訊】據法新社21日消息：聯合
國安理會21日要求敘利亞 「立即」執行由
聯合國和阿拉伯聯盟特使科菲．安南提出
的和平計劃，並含蓄地警告可能採取的國
際行動。

經過幾個世界大國間緊張的談判之後
，俄羅斯和中國在一份由西方起草的文
書上簽字，呼籲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向着
停止敵對行動和進行民主轉型的方向努
力。這份聲明分量雖然不及正式決議，
但是給安南以及本月早些時候他向巴沙
爾遞交的包含 6 項要點的計劃帶來了強力
支持。聲明中提及，如果巴沙爾不能執
行安南提出的計劃，安理會將考慮 「採
取進一步行動」。

安南的計劃呼籲，在聯合國監督下停
止敘利亞紛亂，敘政府從反抗城市撤出軍
隊以及重型武器，每天保證 2 小時的人道
主義休戰以及無障礙運送人道主義物資。

▲聯合國安理會21日要求敘利亞 「立即」 執行由聯
合國和阿拉伯聯盟特使科菲．安南提出的和平計
劃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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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華人假槍救母遭槍擊
【本報訊】據新華社布宜諾斯艾利斯20日消息：阿根

廷警方20日稱，一名華人青年日前用一把電子遊戲配備的
玩具手槍嚇唬歹徒以解救母親，結果遭歹徒槍擊受傷。

事件發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阿爾馬格羅區的一座公寓
樓內。當地時間10日晚21時左右，一名58歲的華人婦女準
備進入大樓四層公寓時遭兩名持槍男子攔截。當歹徒妄圖挾
持該婦女入室搶劫時，她用中文大聲呼救，提醒當時在公寓
內的兒子。室內華人青年隨手拿起一把酷似真槍的電玩遊戲
手槍，指向歹徒。其中一名歹徒驚恐之下開槍射擊，子彈穿
透了華人青年的前臂和鎖骨，擦傷了頭皮。歹徒逃跑之前還
將被劫持的華人婦女毆打致傷。受傷的華人母子已經被送到
當地一家醫院接受治療。華人青年接受了手術，目前沒有生
命危險。警方正在對這起案件展開調查。

印尼駐法使館爆郵包炸彈
【本報訊】據中通社巴黎21日消息：印度尼西亞駐法

國大使館外21日發生爆炸事件，爆炸造成部分建築物嚴重
損壞，半徑50公尺內的窗戶都被震碎。所幸爆炸未造成人
員傷亡。有目擊者稱在現場看到3名男子將一個郵包放在巴
黎的印尼使館附近。初步問訊顯示，一名使館工作人員注意
到了情況，當他將郵包扔走後，郵包發生了爆炸，沒造成人
員傷亡。消息人士指稱，郵包遭移動後不過數分鐘，炸彈在
早上5時45分左右爆炸， 「大約1小時左右後，就是民眾到
街上活動的時間」。爆炸事件發生在法國圖盧茲猶太學校三
名兒童和一名教師被槍殺的緊張局勢下，特別引人關注。

印尼外交部長馬蒂21日稱，周三早上發生在法國巴黎
的爆炸事件，雖然在印尼駐法國大使館附近，但他認為此起
爆炸的目標未必是印尼駐法國大使館。馬蒂還說，印尼駐法
國的使館工作人員現在正按照警方的指示配合調查。目前所
有生活在巴黎的印尼公民是安全的。

羅姆尼勝伊利諾伊初選
【本報訊】據中新社紐約20日消息：美國總統初選20

日繼續進行，共和黨熱門總統參選人羅姆尼當天取得了總統
奧巴馬老家伊利諾伊州的初選勝利。

根據當晚已經統計出的近九成選票，羅姆尼在伊利諾伊
初選中的得票率為47%，而他的頭號競爭對手桑托勒姆獲得
35%的選票，其他參選人的得票率未超過10%。羅姆尼當晚
在勝選感言中多次強調自己是擊敗奧巴馬的最佳人選，他還
暗示，共和黨的總統提名人之戰應早日結束，全黨上下應齊
心協力將奧巴馬趕下台。羅姆尼一舉奪得伊利諾伊州大部分
選舉人票。根據美國《紐約時報》20 日晚的最新統計，羅
姆尼迄今已獲得了560張選舉人票，仍遙遙領先，並超過黨
內其他所有參選人得票之和。

日婦福島核警戒區猝死
【本報訊】據共同社21日消息：20日上午11點左右，

被劃入福島核事故警戒區的福島縣浪江町119接報，一名50
多歲的女性在警戒區內倒地不起。該女子隨後被救護車送往
該縣南相馬市醫院救治，但於當天下午1點死亡。

據政府原子能災害現場對策總部稱，除核電站作業人員
外，進入警戒區的人員死亡尚屬首次。據該總部透露，這名
女性與數名同事拿到業務出入許可後進入警戒區，準備將重
型設備運至區外。該女子突然稱 「身體不適」，走進廁所後
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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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朝鮮發射火箭時，日本部署了 「愛國
者3」 型導彈並向日本海派遣了宙斯盾驅逐艦

互聯網

◀工人們正在
修理因地震而
扭曲變形的軌
道

美聯社

▲墨西哥城的居民和辦公室裡的人們從建築物中撤
離，聚集在雷福馬大道 美聯社

▼一位婦女安
慰地震中受驚
的兒童

美聯社

墨政府未雨綢繆保民眾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