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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坐鎮指揮 美啟動反導系統

朝星發射
只待一聲命令

▶美國 RC-135 偵
察機
資料圖片

【本
報訊】綜合韓
聯社、共同社、美
聯社、《華盛頓郵報
》11 日報道：朝鮮官員 11
日證實， 「光明星 3 號」 衛星
和運載火箭的裝載工作全部結束，已
開始對火箭加注燃料，最快可於 12 日進行
發射。與此同時，美國啟動海、陸、空導
彈防禦網，以應對朝鮮的射 「星」 計劃。

朝方於 11 日上午首次公開位於平壤郊外龍城區的
「衛星控制綜合指揮所」，並通過大型熒幕實時轉播
多名工程師對 「銀河 3」號火箭加注燃料的情況。據該
指揮所所長白昌豪介紹， 「銀河 3」號已載有 「光明星
3 號」衛星，但為避風對其罩上了防水布。火箭燃料加
注工作在 「適當」時間內完成，並將於 12 至 16 日的上
午 7 點至正午， 「
在金正恩同志下令後發射」。

▲日本放送協會電視台拍攝到美國 「夏洛」
號巡洋艦駛近沖繩島的畫面
互聯網
◀美國巡洋艦隊

艦艇偵察機集結沖繩
據報，為應對朝鮮發射衛星計劃，美國啟動了由
海、陸、空雷達和攔截系統組成的導彈防禦網。同時
，兩架具備彈道導彈偵察能力的電子偵察機 RC-135S
（俗稱 「眼鏡蛇球」）陸續飛抵沖繩縣美軍嘉手納空
軍基地。至此，美軍僅有的三架 RC-135S，全部集結
到了沖繩。除 RC-135S 外，嘉手納基地還臨時部署了
電子偵察機 RC-135U，加強了戒備態勢。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發言人德溫日前表示，美軍針
對朝鮮火箭的部署已經保持就緒狀態。雖然他拒絕透
露具體的部署情況，但是日本廣播協會電視台拍攝到
美國 「夏洛」號巡洋艦駛近沖繩島西南部畫面。 「夏
洛」號巡洋艦裝備了 「宙斯盾」彈道導彈防禦系統，
該系統融合了遠程雷達和導向飛彈發射器，能夠從高
空擊落快速移動的物體。

金正恩當選勞動黨第一書記
胡錦濤致電祝賀 冀深化中朝友誼

美本土部署 30 導彈

美專家：美日部署 「做作」

路透社

日攔星或釀軍事危機
專家分析

▲ 4 月 11 日，日本陸上自衛隊隊
員在東京防衛省外
路透社
▼日本政府部署在東京的 「愛國
者-3」 導彈
路透社

半島長治久安，既要治標，也要治本。他
說，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需要有關國
家改善關係，實現關係正常化。」
對於朝鮮發射衛星後國際社會可能採
取的行動，羅照輝認為，聯合國介入不可
避免。各方也十分關注屆時聯合國反應的
程度，以及朝方對聯合國反應的應對。目
前形勢發展仍有很大不確定性，值得密切
關注。

勿過度解讀對朝糧援
在中國為緩和半島局勢所作的努力方
面，羅照輝稱，中國展開了包括雙邊接觸
到多邊會議在內的密集外交努力，中國敦
促各方保持冷靜克制，堅持對話接觸，避
免局勢輪番升級。他認為，中國給予朝鮮
糧食援助是兩國傳統友好關係的體現，外
界無需過度解讀。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梁雲祥向
本報指出，朝鮮現時仍然從戰略上看重中
國，並希望通過中國推動朝美關係發展。
他又稱，按照朝鮮過往行為分析，朝鮮希
望通過發射衛星換得朝美談判的砝碼，然
而，在現時國際社會一片擔憂聲中，朝鮮
恐怕難以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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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確鑿證據，證明朝鮮在發射衛星後，將進行第
三次核試驗。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在反對
朝鮮擁核問題上立場是一致的，朝鮮的核試驗將
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反對，朝鮮將陷入更加孤立
的境地。能夠拯救朝鮮的只有朝鮮自己。
新一輪國際制裁也非明智之舉。有報道稱，
美日韓正在積極制訂朝射 星 後的應對措施，
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訪美，與美國務卿希拉里達
成共識，準備向聯合國安
理會提交決議案，強化對
朝鮮的制裁。應該看到，
制裁解決不了朝核問題，
朝鮮已在國際制裁中生活
了幾十年，結果卻是離擁
核目標更近了，半島局勢距和平越來越遠。朝鮮
需要為自己的冒險行為付出代價，但用國際制裁
對其進行圍剿只會適得其反，勢把朝鮮推向更激
進、更不可測的反面。
在半島危局一觸即發的今天，理智比任何時
候都重要。期待各方冷靜克
制，以半島和平大局為重，
採取理性應對措施，避免對
立雙方最後攤牌。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十一日電】朝鮮
宣布發射衛星後，亞洲政治外交角力一浪
高過一浪。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羅照輝 11
日參與人民網在線訪談時指出，朝鮮一旦
發射衛星，尋求政治和外交解決應是各方
明智之選， 「武鬥」不符合各方利益。
羅照輝指出，中國是半島的近鄰，半
島局勢直接關係到中國國家安全和穩定，
並涉及中國切身利益，中國對朝鮮半島局
勢再起波瀾表示高度關切和擔憂。朝美、
朝韓長期對立是
朝鮮長期缺乏安
全感的原因，也
是半島形勢不時
緊張的根源所在
。若要真正實現

據朝中社報道，朝鮮勞動黨第 4 次代表會議根據
金正日同志的遺訓，決定將金正恩同志推舉為勞動黨
第一書記。這是朝鮮勞動黨全體黨員、人民軍將士、
人民對金正日給予的廣泛支援和信賴。
在金日成誕辰 100 周年（15 日）即將到來之際，
朝鮮將陸續舉行大型政治活動。預計在 12 日到 16 日
此間，朝鮮將發射 「光明星 3 號」衛星。14 日，勞動
黨即將舉行最高人民會議，預料將重組內閣及國防委
員會，而金正恩可能就任國防委員長。韓國媒體稱，
在本月 15 日或 25 日，朝鮮將 「慶祝進入強盛大國時
代並舉行大規模閱兵儀式」。

面臨被攔截的風險，日後可能會面臨新的國際制
裁。更重要的是，此舉將嚴重影響國際社會對朝
鮮新領導層的信任，半島和平之路將更加艱難。
中方的呼籲也包括美日韓的攔截行動。如果
說，朝鮮射 星 是一大錯誤，那麼，對 衛星
的攔截則是錯上加錯，將會導致嚴重後果。朝
鮮方面已多次恫言，視 攔截 是 戰爭行為
，朝將立即給予毀滅性還擊。從朝鮮一貫不計後

中方：武鬥不符各方利益

金正恩料 14 日任國防委員長

果的報復行動看，朝方的威脅並非危言聳聽。儘
管美日韓多次聲稱，朝鮮發射衛星的真正目的是
試射遠程導彈，但並無足夠證據支撐這一觀點。
僅基於揣測、懷疑就貿然實施攔截，理據並不充
分，也實難讓國際社會信服。
美日韓的強硬應對，可能會令朝鮮採取更加
激烈的反制行動。若在發射衛星後，再進行諸如
核試等極端舉動，挑戰國際社會底線，那就更是
大錯特錯了。據韓國媒體披露，韓國情治機關掌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共同社 11
日報道：針對朝鮮將在本月 12 至 16 日之
間發射「光明星 3 號」衛星，日本已經明確
宣布做好了攔截準備。專家表示，在目前
情況之下，如果朝鮮和日本均不退讓，事
態的進一步發展將有可能引發軍事危機。
日本政府 11 日對首相官邸危機管理
中心的情報聯絡室進行了改組，成立對策
室以加強情報收集工作。官房長官藤村修
在記者會上表示，正在就朝鮮何時發射進
行分析，政府 「
已做好準備以應對萬一可
能發生的事態」，希望公眾保持冷靜。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金燦榮教
授表示，如果朝鮮衛星遭到日本攔截而發
射失敗，出於國內政治因素考慮，朝鮮很
有可能做出危險舉動，從而引發軍事危機

。金燦榮指出，朝鮮執意發射衛星的舉動
將包括中國在內的相關各國都置於一個十
分被動的境地。
「
如果朝鮮衛星順利發射，而日本攔
截失敗，那麼日本政府很有可能對國內無
法交代；如果朝鮮發射成功，而日本並未
予以攔截，由於朝鮮發射衛星此前已有定
性，事後美日韓也必然會將此事提交聯合
國安理會表決，這就使得中國處境極為尷
尬。」金燦榮說。
對於此次日本方面最終是否會對朝鮮
衛星進行攔截，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認為
，考慮到朝鮮衛星的實際發射軌道，日本
對朝鮮衛星不予攔截的可能性比較大。據
法國《費加羅報》援引加拿大衛星觀測專
家摩爾可贊的分析， 「光明星 3 號」作為
一顆太陽同步軌道衛星，發射角度將是西
南偏南方向，有意避開了韓國日本等人口
密集地區。

導人親手締造和培育的中朝關係鞏固好、建設好、發
展好。」

半島危局升級 各方莫 錯上加錯

針對美日韓如此大陣仗部署，美國智庫全球安全
網站成員皮克稱其為 「做作的行為」。他說： 「朝鮮
選擇從西海岸發射衛星，而不是東海岸的原因就是他
們不想從日本上空飛過。」皮克說，除非是出了問題
，不然那些足夠造成嚴重破壞的大塊部件掉落地球的
可能性是極小的。另據此前朝鮮向國際海事局通報的
相關數據， 「光明星 3 號」的火箭一、二級助推器的墜
落地點位於菲律賓東部海域，與日韓領土相距較遠。

▲金正恩（中）4 月 6 日視察朝鮮海軍 155 師

【本報訊】綜合韓聯社、新華社 11 日報道：據
朝鮮官方新聞社報道，朝鮮勞動黨 11 日在平壤舉行
黨代表會議，根據已故國防委員長金正日的遺訓，將
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金正恩推舉為第一書
記。同時，會議推舉金正日為永遠的黨總書記。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 11 日向金正恩發去賀電
，祝賀他被推舉為朝鮮勞動黨第一書記，賀電中稱：
「
欣悉朝鮮勞動黨代表會議推舉金正恩同志為朝鮮勞
動黨第一書記。我謹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並以
我個人名義向你和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表示熱烈祝
賀。」
「中朝兩國是山水相連的友好鄰邦。不斷鞏固和
發展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是中國黨和政府堅定不
移的方針。我們願同朝鮮同志攜手努力，繼續深化中
朝傳統友誼，擴大各領域務實合作，共同促進朝鮮半
島和東北亞的持久和平與穩定，把兩黨兩國老一輩領

朝鮮發射衛星猶如一針 興
奮劑 ，令本不安寧的朝鮮半島
再次 躁動 起來。圍繞 發射
與 攔截 ，朝鮮與美日韓展
開激烈角力，半島危局持續升級
，面臨失控危險。在國際社會一片 譴責 與
制裁 聲中，中國發出的 關切與憂慮 及
冷靜和克制 的呼籲雖然微弱，但卻道出了其
中關鍵。
中方的呼籲首先針
對朝鮮。朝方不顧國際
社會的一致反對，強行
發射衛星，明顯是錯誤
判斷形勢。不管其發射
的是自己聲稱的用於和平目的的地球觀測衛星，
還是美日韓所稱的遠程導彈，都涉嫌違反聯合國
一七一八號決議。聯合國不反對朝鮮擁有民用衛
星，但反對朝鮮實施基於彈道導彈技術的發射，
而此次朝鮮 光明星 三號的發射離不開這一技
術。在朝美恢復高級別會談、半島局勢出現緩和
的背景下，朝鮮試射衛星是一種 冒險行為 ，與
當前的大氣候明顯不相稱。朝鮮在一片反對聲中
強行 突圍 ，受傷害最大的還是自己。不僅衛星

據報，導彈防禦網的中樞是位於夏威夷的美軍太
平洋部隊。除了在日本近海，美國可能還將在菲律賓
周邊部署搭載高性能雷達的宙斯盾艦。這些雷達將在
朝鮮衛星發射後推算出飛行軌道，並立即向日方提供
信息。日本政府已經在沖繩島和東京都部署 7 處 「愛國
者-3」攔截導彈群，三艘 「宙斯盾」戰艦已經下海。
韓軍也在西海上派出了 「世宗大王」艦等 2 艘 「宙斯盾
」驅逐艦、載有防空雷達的 5 艘驅逐艦和 1 艘救助艦，
以用於探測遠端火箭。
為防止出現衛星或運載火箭飛向美國本土的緊急
情況，美軍在本國也做好了攔截準備。據稱，阿拉斯
加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美軍基地已部署 30 枚地對空攔
截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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