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火大限已到
敘國敘國 成謎成謎

安南：12日6時前無條件結束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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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美聯社、新華社10
日消息：根據聯合國安理會和阿盟聯合特使安南
的和平方案，本月10日應是敘利亞各方停火的
最後期限。安南於10日表示，敘利亞軍隊已開
始從某些省份撤軍，但同時轉移到其他非主要進
攻區。與此同時，西方各界質疑敘利亞停火撤軍
的誠意。

【本報訊】據中央社首爾 10 日消息
：韓國第 19 屆議會選舉 11 日在全國 1 萬
3470 個投票所進行，首爾是決定勝負的
關鍵地區。在議會300個議席中，首爾地
區 112 個選區有 50 處以上結果難以預測
，朝野兩黨勢均力敵。

投票將從上午6點到下午6點在全國
1.3470萬所投票站同時進行。這次擁有投
票權的韓國選民達 4018 萬 5119 人，佔韓
國總人口 5084 萬 8706 人（以 3 月 23 日為
基準）的 79%，比起 2008 年第 18 屆議會
選舉時，多出238萬9084人。

這次議會選舉可謂總統選舉的 「風向
標」、 「前哨戰」，朝野各黨都志在必得
全力以赴。朝野政黨皆更換了原有的黨名

，執政 「大國家黨」改為 「新世界黨」，
在野 「民主黨」因黨推薦候選人有分歧而
一分為二，以 「民主統合民主黨」和 「正
統民黨」分道揚鑣， 「民主勞動黨」則改
名為 「統合進步黨」。

投票率或達50%至60%
選舉前一天，結果仍很難預料。包括

首都地區 50 多個選區在內的韓國全國 70
個左右選區，都很難預測朝野哪方會勝出
。韓國專家認為，執政 「新世界黨」和在
野 「民主統合黨」都將難以獲得過半
（150席）席位，議會第一大黨可能是囊
括130至140個議席的政黨。

在此情況下，多數專家認為，選舉投

票率有望達到50%至60%之間。分析人士
說，若投票率超過55%將有利於民主統合
黨，低於55%則將有利於新世界黨。

被盛傳為今年底韓國總統大選主角之
一的國立首爾大學教授安哲秀日前在網上
強調，倘若議會選舉投票率超過70%，他
將 「穿着迷你裙跳舞」以答謝年輕人的踴
躍參與。

據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和韓國調
研中心於1至3日針對全國19歲以上1500
名選民進行的電話調查結果顯示，69.6%
的受訪者表示對選舉感興趣。調查顯示，
選民對這次選舉的關注度高於第 17 屆選
舉（64.7%）和第18屆選舉（58.9%）。

【本報訊】據中通社尼亞美10日消息：非洲國家尼日
爾一架直升機在北部墜毀，機上4名中國人和2名法國機組
人員喪生。初步估計是機械故障造成直升機墜毀。

據路透社報道，兩名尼日爾安全消息人士9日透露，一
架直升機在尼日爾 Tenere 沙漠墜毀，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
公司4名中國僱員和2名法國機組人員遇難。報道引述一名
尼日爾軍官說，這架在沙漠失蹤的直升飛機殘骸已經找到，
飛機上所有人全部喪生。

事發後，中國駐尼大使館立即啟動應急預案，與尼日爾
政府、軍方及各有關部門保持密切聯繫。考慮到直升機駕駛
員為法國籍，中國駐尼大使館還與法國駐尼使館進行了溝通
。在尼中法三方協同努力下，經過緊張的搜尋，最終確認直
升機已經墜毀，中石油4名中國僱員和2名法籍機組人員不
幸遇難。

中國駐尼日爾大使夏煌9日介紹，直升機於6日上午起
飛，中午墜毀。由於事發地位於撒哈拉沙漠腹地，搜尋難度
極大。目前，中尼法三方人員都已到達現場，尼日爾政府、
軍隊、憲兵和航空安全人員也已趕赴現場。

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尼日爾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
司達成50億美元協議，開始在離首都1500公里的偏遠地帶
開採石油。

【本報訊】據《每
日電訊報》10 日消息

：一段來自阿拉比亞電視台的錄影片段中顯示了拉登的家庭
成員在無窗監獄中的生活。這張錄影截圖中，拉登的一個妻
子在誦讀古蘭經，另一名妻子則在餵幼童。整個房間的環境
看起來像是在地下室裡，他們似乎受到嚴密的保護。

■津總統穆加貝赴星治癌
【本報訊】據《每日郵報》10日消息：有消息指88歲

的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於上周六乘坐私人飛機赴新加坡治療
前列腺癌，隨行的還有其夫人格蕾絲和其他親屬。

穆加貝近幾年曾在亞洲進行過一系列治療。然而，如今
他的狀況更加惡化，有消息稱穆加貝已經同意將權力交給國
防部長埃默森．姆南加古瓦。最近幾周以來，隨着現身次數
的減少，關於穆加貝健康狀況的謠言日趨增多。而當津巴布
韋政府於10日臨時取消內閣會議之時，各種猜測紛至遝來
。但是目前為止，穆加貝的家人及津巴布韋政府都暫未對他
的健康狀況做任何評論。穆加貝的助手則否認了關於治療的
傳言，他表示穆加貝和家人現正在亞洲享受復活節假期。

■美西海岸現日輻射物質
【本報訊】據法新社洛杉磯9日消息：一項新研究表明

，美國西海岸的藻類中發現了放射性碘，這些放射性物質被
認為是日本福島核災難後泄露出來的。

據悉，自去年 3 月 11 日日本大地震後的數天內，已經
在太平洋彼岸的大氣中發現了極少量的放射性碘131。然而
事故發生的一個月內，加州大學的海洋生物學家們就在含碘
最多的植物之一──海藻中發現了放射性碘的同位素。該報
告中指出，在巨藻的組織中發現的這些放射性碘含量較低，
可能對人體無害。但是某些魚類卻有可能已經受到該物質影
響，因為這些魚類的甲狀腺體需要碘元素，而它們恰恰以海
洋中的巨藻為生。

■卡梅倫訪日談防衛合作
【本報訊】據中通社10日消息：英國首相卡梅倫10日

抵達東京展開為期兩天的訪問，將與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舉行
會談並發表共同聲明。卡梅倫表示，願與日本共同開發直升
機。這將是日本首次與美國以外的國家共同開發武器。他又
說，加強英日兩國在防衛領域的合作有利就業和投資，也有
利降低兩國的防衛裝備成本。這是英國政府方面首次公開提
及具體的武器種類，可以說反映了卡梅倫的強烈意願。

今次是卡梅倫上任後首次訪問日本。英國駐日本大使館
透露，卡梅倫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促進英日經貿聯繫，吸引日
本投資英國。他還將拜見日本天皇。結束對日本訪問後，卡
梅倫還將前往東南亞繼續亞洲訪問行程。

■美「兆彩」獲獎者拒泄身份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0 日消息：圍繞馬里

蘭州 「兆彩」頭獎的神秘氣氛已經持續超過一周，目前頭獎
獲得者的身份仍舊未知，但是售出頭獎彩票的7-11便利店
10日已經宣告對總額6.56億美元（約51億港元）頭獎獎金
擁有部分所有權。

本次彩票頭獎為有史以來最高，3名分別位於馬里蘭州
、伊利諾伊州和堪薩斯州的頭獎獲得者將每人獲得超過2.18
億美元（約 17 億港元）的稅前獎金。堪薩斯州的獲獎者 6
日已經宣告對獎金的所有權，但是決定不公開自己的身份。

尼日爾墜直升機
中石油4員工罹難

法服裝業冀大選復興法國製造

韓今議會選舉 朝野勢均力敵

【本報訊】綜合《泰晤士報》、美聯社9
日、10日報道：就在距離聯合國和平計劃生效
不足24小時的時候，敘利亞戰火8日蔓延過邊
境，燒進兩個鄰國土耳其和黎巴嫩。

9日早些時候，一群敘利亞人跨越邊境進
入土耳其後，遭到了敘利亞軍隊的追蹤射擊，
導致至少2人死亡，10多人受傷。敘利亞軍隊
與反對派之間的交火殃及土耳其境內的基利斯
敘利亞難民營，導致兩名難民和一名移民土耳
其翻譯喪生。10日晚些時候，安南慰問了被襲
擊的土耳其難民營。

而在黎巴嫩邊境上，一名叫做沙班的攝影
記者在拍攝滿布地雷的邊境時被來自敘利亞境
內的炮火殺死。黎巴嫩衛星電視台 Al-Jadeed
報道，沙班和他的同事──一名記者和另一名
攝影記者，在被襲之前還跟敘利亞政府軍打過

招呼。除了沙班之外，其他兩名記者成功逃脫
，但是沙班傷勢過重沒能倖免。

土耳其對敘利亞越境開火表示抗議，並暫
時關閉了基利斯土敘邊境。土耳其外長達武特
奧盧9日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示嚴重關切
近來敘利亞局勢的發展，包括跨境開火導致在
土耳其領土上出現人員傷亡。潘基文強烈斥責
從敘利亞跨越邊境向土耳其和黎巴嫩境內進行
的射擊行為。

潘基文重申對敘利亞周邊國家開放邊界、
接納難民所展現出的慷慨精神的讚賞。潘基文
同時再次要求敘利亞政府立即停止一切針對
平民的軍事行動，全面履行其向聯合國特使
安南所作的承諾，並強調安理會所支持的全
面停止暴力的最後期限必須毫無條件地得到
尊重。

【本報訊】據法
新社巴黎10日消息：

對失業的擔憂和對
工廠倒閉的恐懼，
推動法國總統候選
人們展開 「法國製
造」運動，但服裝
業恐怕這場運動來

得太遲了。
迪弗洛是法國西部

旺代省一家小型服裝製造
商的東主。他驕傲地宣告： 「我是一直拒絕把我的公
司搬到海外的！」他樂見 「法國製造」成為總統競選
運動的一個話題，儘管對一個已失去其大部分專門技
能的行業來說，這場運動已經 「來遲10年」。

迪弗洛在巴黎一個 「法國製造」交易會中表示，
他那位於維河畔貝爾維爾鎮的女裝工廠目前手上的訂
單只能支撐他的員工再開工3星期而已。62歲的迪弗

洛從事這門生意 40 年，其間眼見他所從事的行業沒
落。他如今希望能讓他的公司重整旗鼓，然後把它賣
給願意把生產工序留在法國的人。他說： 「我其實有
很多機會讓生產在海外進行的，但我就是一個堅持
『法國製造』的老頑固。」

迪弗洛慨嘆道： 「法國的一大問題在於一個又一
個的行業正在消失。像我的那種工作室已買少見少。
年輕設計師也不再能讓自己的東西在法國製造了。這
種專門技能流失的情況隨着老師傅退休而加速。年輕
人只想在風格上花心思，不想在機器方面下苦功。」

薩爾科齊晤中小企老闆
法國將在 22 日舉行總統選舉，爭取連任的薩爾

科齊，已安排在 10 日與多名中小企老闆會面，聽他
們所關心的事，並告訴他們如果自己成功連任可以怎
樣幫他們。

法國服裝業的勢頭雖然大不如前，但仍在200多
家中小企聘用了約一萬人。今年巴黎交易會的氣氛很

傷感。服裝公司老闆埃爾布洛說： 「2009 年的危機
導致我們的銷售額下跌了三成，如今也只能收復一成
半的失地而已。」他和很多行內人一樣，都希望總統
競選運動將加強支持這個步履蹣跚的行業。

法國某僅存少數男裝製造商之一的老闆阿塔夫說
： 「我們在這兒確實有牌可打。而且我們一定要打，
從而去堅持某些事情。」

這些製造商正要求自己與奢侈品公司打交道時，
能在政治上得到支持。這些製造商賴那些奢侈品公司
為生，但邊際利潤大多被這些奢侈品公司獲得。迪弗
洛說： 「如果他們規定，一成訂單必須來自法國的生
產者，那這個行業就真的得到支持了。」

阿塔夫則對去年成立的 「保證來自法國」標籤
（見圖）有信心。他說： 「如果我們的主要顧客重新
光顧法國製造的產品，那就是因為消費者正正想要這
些東西。 『保證來自法國』標籤是一種奇妙的公關工
具。」

▲韓國新國家黨非常對策委員會委員長朴槿惠（右二）10日於
首爾為競選做宣傳 新華社

拉登妻女獄中生活照

安南在10日到訪敘利亞與土耳其邊境的難民營後的記
者會上表示， 「敘利亞軍隊已經開始從一些地域撤軍，但是
又轉移到一些先前並非主要目標的地方。」安南呼籲敘利亞政
府在沒有任何先決條件的情況下於12日6時前結束暴力。

反對派或再發動進攻
敘利亞外長穆阿利姆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進行會談之

後說： 「我已對我的俄羅斯夥伴說，敘利亞正採取步驟，以
顯示它對執行安南的方案有善意。我們已從敘利亞不同的省
份撤軍。」但他沒有就地點作進一步說明。穆阿利姆續說，
敘利亞已釋放一些因參與反政府騷亂而被捕的犯人，但他同
樣沒有具體說明。穆阿利姆建議，停火和國際觀察員抵埗應
「同時」展開。敘利亞早已表明，敘利亞只有在反政府武裝

作出書面保證時，才會遵從安南的方案。
敘利亞活動分子稱敘軍仍在進攻，敘利亞反對派自由軍

10 日發出警告稱，若政府軍不停火並且不撤軍的話，自由
軍將重新開始襲擊效忠於巴沙爾政權的軍事力量。自由軍發
言人說， 「自由軍嚴格遵守安南制定的時間表。若政府軍不
停火及不撤軍的話，我們將繼續對巴沙爾政權發動進攻。」

中方促敘信守先前承諾
中國外交部10日表示，中方支持安南特使提出的六點

建議，敦促敘利亞政府及敘反對派等有關各方立即、切實回
應安南特使提出的斡旋建議及國際社會呼聲，信守停火、撤
軍等承諾，從而緩和當前緊張局勢，為敘問題的政治解決創
造良好條件。

拉夫羅夫與穆阿利姆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時說： 「我們
相信，在執行方案時，他們的行動可以更積極和更果斷。」
但他說，穆阿利姆已通知他，敘利亞已開始執行有關撤出武
器和軍隊的該方案的主要條件。

英法美質疑敘停火誠意
英國外相夏偉林10日說，沒有跡象顯示敘利亞着意遵

從任何和平方案，而且加強鎮壓反對派。他說： 「到目前為
止，沒有證據顯示巴沙爾政權有意支持它所制訂的任何協議
。他們無情地向一個個社區進行不人道的炮轟，而且強行進
行驅逐和處決。他們企圖在最後關頭把不可接受的條件附加
在停火協議中，作為繼續施展暴力的藉口。」

法國也認為敘利亞根本不是在執行聯合國和阿盟支持的
和平方案。法國外交部發言人瓦勒羅10日說，敘利亞的說
法只是 「換了另一個方式，公然說一個不可接受的謊言」而
已， 「這個 『謊言』展現某個程度的開脫，國際社會一定不
會坐視不理」。

美國白宮較早時亦稱， 「沒有跡象」顯示敘利亞總統巴
沙爾政府在上周簽署協議過後，遵從安南的和平方案。

潘基文譴責敘軍跨境射擊

▲敘利亞西部城市霍姆斯的舊城區已破敗不
堪 法新社

▲敘土邊境小鎮比尼什3月23日爆發反政
府示威 法新社

▲安南（中）10日到訪敘土邊境難民營，受
到歡迎 路透社

和和戰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