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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8.6級強震

拉薩日喀則有明顯震感

安南：武裝敘反對派將致災難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星期四11國際新聞責任編輯：馬麗音

【本報訊】據美聯社、法新社、新華社11
日消息：印尼蘇門答臘附近海域11日下午發
生兩次里氏8級以上地震，印尼兩度發出海嘯
警報，沿岸居民驚慌失措，逃向高地。印度洋
多個國家也相繼發布海嘯警報，一些國家的部
分地區還實施了緊急疏散等應急措施。數小時
後，海嘯警報解除，證實是一場虛驚。

簡訊

日擬助緬建證券交易所
【本報訊】據路透社東京11日消息：日本方面消息人

士11日稱，在東京證交所和大和證券集團的幫助下，緬甸
到2015年時將成立一家證券交易所。

過去一年緬甸進行了重大政治改革，為外資流入開啟大
門。本月稍早時，緬甸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姬當選聯邦議會
人民院議員。

消息人士稱，東京證交所和大和證券已與緬甸央行達成
協議。大和總研發言人則稱，東京證交所、大和證券與緬甸
方面去年就開始商討成立一家證交所事宜。據悉，有關成立
證交所的諒解備忘錄將不晚於5月中旬簽署。

韓機接炸彈恐嚇急降加國
【本報訊】據法新社首爾11日消息：一架由加拿大溫

哥華起飛的大韓航空客機，10 日接獲炸彈恐嚇電話後，美
國緊急派出2架F-15戰機，護送客機在距離溫哥華70英里
的科莫克斯空軍基地降落，機上所有人安全。

加拿大軍方和大韓航空聲稱，該架載有149名乘客的波
音 777 客機，原定從溫哥華飛往韓國首爾，但在起飛 25 分
鐘後，大韓航空公司位於洛杉磯的辦事處接獲恐嚇，指該機
上有炸彈。航空公司與相關部門商議後，決定讓客機緊急改
道，沿着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北部海岸折回；期間，美軍2
架F-15戰機從俄勒岡州波特蘭緊急升空護航。大韓航空公
司溫哥華辦事處的詹姆斯表示，打電話者講的是英語，公司
已對電話進行了錄音，有關調查正在進行。

據悉，這已是大韓航空本月內第二次接到炸彈威脅。該
航空另一架客機周一在準備起飛前亦接到恐嚇，加拿大皇家
騎警疏散所有乘客進行搜查，導致航班延遲2小時起飛。

巴林遜尼派襲什葉區
【本報訊】據法新社迪拜11日消息：有目擊者於11日

表示，為報復周一發生的炸彈襲警事件，數百人使用刀棍等
利器襲擊了巴林的什葉區的居民。

據來自遜尼派的目擊者稱，這些攻擊者是響應了網上的
號召，報復周一發生的炸彈襲警事件，該事件中共7名警察
受傷。 「我在什葉區看到上百的男人手握刀棍等利器，攔截
汽車，並問那些乘客他們住在哪兒，以確定他們究竟屬於哪
個教派。」

巴林主要什葉派反對黨維法克稱襲擊者們身着平民的服
裝，襲擊了什葉區的居民。維法克發布的聲明中斥責安全武
裝失職，沒有阻止這次襲擊。

桑托勒姆退出 美大選料羅奧對決

【本報訊】據法新社伊斯蘭堡 11
日消息：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克什米爾高
山地區的軍事對峙狀態不僅造成士兵傷
亡慘重，專家稱這種局勢也對周邊環境
造成極大破壞。

7日發生的大雪崩摧毀了錫亞琴冰
川邊緣的巴基斯坦部隊營地。錫亞琴冰
川正是印巴軍隊長期以來存在領土爭端
的苦寒之地。

環境學家稱軍隊在此區域頻繁活動
正加速除極地以外最大冰川區融化，並
使得有毒物質向印度河流域釋放。巴基
斯坦可持續發展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費
薩爾稱，過去 35 年以來，該區域冰川
已經收縮了 10 公里的範圍。他說：
「超過半數的冰川收縮都是由此處的軍

事活動造成的。」
巴基斯坦水文學家、同時也是錫亞

琴冰川研究專家阿沙德．阿巴斯給出的
關於冰川面積縮小的評估報告則更具警
示性，並表示非軍事區的情況遠沒有這
麼嚴重。他說： 「1984 年以來，超過
30%的冰川開始融化，然而巴基斯坦邊
境的喀喇崑崙冰川面積卻擴大了。」費
薩爾表示，軍隊行動、軍事訓練以及基
礎設施建設都加速了冰川融化進度。

軍營的垃圾廢物也是污染當地環境
的主要因素，也影響了次大陸上數百萬
人民賴以生存的河水流域水質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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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10日電】美國共和
黨總統參選人桑托勒姆 10 日宣布中止競逐共和
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桑托勒姆的決定，成就
了他的最大競爭對手羅姆尼，使之最有可能成
為與奧巴馬競逐下屆美國總統寶座的共和黨候
選人。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戰，已經廝殺內
鬥了數月。曾經名不見經傳的賓夕法尼亞州眾
議員桑托勒姆，一躍成為共和黨保守派的代言
人，在傳統的保守陣營中獲得大量的支持，其
黨內支持度僅次於第二次競逐共和黨總統候選
人提名的前麻省州長羅姆尼。

不過，中間選民對桑托勒姆的政治傾向多
有懷疑，在最近的幾場選戰中，桑托勒姆屢戰
屢敗，選情一路下滑，在全國民調中，羅姆尼
與奧巴馬的差距正在縮小，而且越來越多的共
和黨大佬開始選邊站，明確表態支持羅姆尼，

這些因素都促使他做出退選決定。

金里奇保羅續 「陪選」
10 日上午，桑托勒姆取消了兩場活動，並

在下午增加了一場新聞發布會，正式對外宣布
退選。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我的總統競選
努力已經結束，我們從今天開始暫停選舉活動
。」但他誓言會繼續支持共和黨贏得總統選舉
。他表示，儘管事先不被人看好，但卻在 11 個
州初選中贏得了勝利，得到了數百萬選民的支
持。在桑托勒姆退出後，羅姆尼發表聲明稱，
桑托勒姆是 「有能力的、值得尊敬的對手」，
已成為共和黨內和美國國內一個重要的聲音。

不過，共和黨裡還有兩位參選人，前眾議
長金里奇和聯邦眾議員保羅，儘管毫無機會獲
得提名，但仍然表示要堅持到八月份的共和黨
全國代表大會。金里奇和保羅目前各自獲得一

百多張選舉人票，不足以對羅姆尼構成威脅。
桑托勒姆的退選，標誌着今年的美國總統

大選，已從黨內提名階段邁入到兩黨對決階段
。共和、民主兩黨將分別在今年夏天舉行的全
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提名羅姆尼和奧巴馬為各
自的總統候選人。羅姆尼日前已將他的競選焦點
轉向了奧巴馬，並對其發起越來越頻繁的攻擊。

奧巴馬民望仍領先
根據最新民調顯示，奧巴馬的民意支持度

仍然領先羅姆尼。在這項由華盛頓郵報和美國
廣播公司聯手進行的民調結果顯示，如果在此
刻進行選舉，51%的美國民眾將支持奧巴馬，而
44%的民眾將支持羅姆尼。其中47%的民眾認為
羅姆尼能更好地處理經濟問題，而43%的民眾認
為奧巴馬可以更好地解決經濟問題。就創造就
業機會而言，46%的民眾認為奧巴馬可以做得更

好，43%的民眾認為羅姆尼可以做得更好。不過
，該項民意調查結果還顯示，如果羅姆尼要戰
勝奧巴馬，他需要花更多的精力討好女性候選
人。調查結果顯示，57%的女性支持奧巴馬，而
只有38%的女性支持羅姆尼。52%的男性支持羅
姆尼，而僅44%的男性支持奧巴馬。

▲桑托勒姆10日宣布中止競逐共和黨總統候
選人的提名 路透社

▲巴基斯坦軍方將近300名救援人員，11日仍在使
用推土機和其他重型設備挖掘雪崩事件受難者的屍
體 法新社

【本報訊】據法新社德黑蘭、貝魯特、安納波利
斯 11 日消息：在敘利亞當地時間周四早上 6 點各方
停火的期限即將到來之際，聯合國和阿盟特使安南出
訪伊朗，冀望伊朗能夠向敘利亞施加影響力。安南周
三表示，自己瀕臨破裂的和平方案仍有挽回的希望，
但同時警告，阿拉伯國家武裝反對派的提議將是 「災
難性」的。

在敘利亞重要盟友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的新聞發
布會上，安南表示，如果敘利亞衝突雙方尊重他的方
案， 「那麼在本月 12 號 6 點之前我們將看到敘利亞
的情況會有大幅改善。」

安南說，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提出向敘利亞反對
派提供武器裝備讓其超越政府軍的提議，將造成局勢
進一步惡化， 「我一直表示，衝突軍事化的後果將是
災難性的。」他強調，中東地區出現新一輪衝突是不
能接受的。

中國外交部 11 日表示，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進
入關鍵階段，但敘利亞境內的暴力衝突仍在持續，平
民傷亡不斷上升，中方對此深感憂慮。聯合國─阿盟
聯合特使安南正在為實現全面停火做積極努力，這是
化解敘利亞危機的難得機會。中方將繼續堅定支持安
南特使推動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的斡旋努力。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 10 日表示，她會轉告俄羅斯
，敘利亞國內出現戰爭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她已預料
到 「艱難的」外交途徑。希拉里在美國海軍學院回答
提問時表示， 「我們將再次嘗試說服俄羅斯，局勢正
在惡化，地區衝突和國內戰爭發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我們不打算放棄。基於人道主義和戰略原因，我們
將繼續進行敦促。」

另外，敘利亞軍方 11 日炮轟標誌性城市霍姆斯
，並向其他地方發動進攻，在襲擊示威活動中心時造
成3名平民死亡。

霍姆斯仍有槍炮聲
「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表示，支持總統巴沙爾

的部隊使用炮擊與重型機槍，襲擊霍姆斯市中部卡地
葉的一個舊區以及茹略特阿爾─沙亞哈區。活動人士
哈立德．阿爾─塔拉維在霍姆斯附近的巴博薩巴地區
表示，炮擊行動 「在周三早上再次出現，以火箭炮和
迫擊炮發動進攻。」

敘利亞軍方同樣向南部省份德拉發動襲擊，該省
是一年多前民眾反抗巴沙爾政權的抗議行動發源地。
觀察組織表示，在乘坐數十輛公共汽車和裝甲車抵達
之後，部隊從馬阿拉巴地區進行部署，整條村莊裡槍
聲不斷，同時也補充說，軍隊也向阿克哈村發動襲擊。

活動組織 「本地協調委員會」表示，有直升飛機
在大馬士革數個郊區村落地帶的上空盤旋。

據悉，僅在10日當天，就有52人死亡，當中包
括 28 名平民，19 名軍方士兵和 5 名反對派。從周末
開始，總體死亡人數已上升至337人。▲敘媒體委員會公布的一張錄影截圖顯示，10日

的霍姆斯仍有濃煙冒出，戰火仍未熄滅 美聯社

【本報訊】印尼 11 日下午發生強烈地震。香港保
安局發言人表示，會留意印尼地震消息和密切留意事態
發展，如有進一步消息，會透過傳媒及更新保安局外遊
警示網頁發放，網址為www.sb.gov.hk/chi/ota。

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地震發生後已
即時跟相關地區的香港旅行團取得聯絡，目前知道有約
200名香港旅客在布吉，暫時未受到影響。他表示，暫
時不會取消相關地區的旅行團，但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另外，香港航空表示，鑑於印尼地震及布吉發出海
嘯預警，布吉機場關閉，昨日由本港前往布吉的
HX763航班，及今天由布吉返港的HX764航班會受到
延遲。航空公司呼籲，乘客出發前往機場前宜先瀏覽公
司網頁，或致電熱線電話 31511888 及 22610990 查詢最
新航班情況。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表示，據他從旅行社了
解的最新情況，正在當地的香港旅行團未受到影響，特
別是在市區，地震 「相當輕微」。

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啟應急機制
另外，地震發生後，中國駐印尼使館、駐棉蘭總領

館已啟動應急機制，並與當地中方人員聯繫，目前中方
人員均平安。

使領館將繼續密切跟蹤震情，並提醒震區附近的中
國公民注意安全，如遇緊急情況，可撥打值班電話：中
國駐印尼使館：0062-816865655（24 小時值班電話）
、0062-8179838410（領事保護電話）

中國駐棉蘭總領館：0062-82165631079（24 小時
值班電話）、0062-82165631070（領事保護電話）。

美國地質調查局說，地震發生於當地時間15時38分
，震央位於亞齊省錫默盧島西南346公里處，強度為里氏
8.6 級的地震在印尼亞齊省 434 公里外發生，震源深度為
海床以下約33公里；強烈的餘震發生了數次，印尼班達
亞齊對開615公里處，在當地時間17時43分發生了一次
里氏8.2級餘震。

中國西藏拉薩市和日喀則地區有明顯震感。據西藏
自治區地震局介紹，暫時沒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報告
，具體情況還在進一步了解中。

亞齊居民驚慌失措
蘇門答臘島沿岸亞齊省、西蘇門答臘省和明古魯省

都有震感。2004年，在這次8.6級地震的震央附近曾發生
過 9.1 級地震，當時在印度洋引發了海嘯，造成 20 萬人
喪生，其中亞齊省有17萬人遇難，亞齊人對那場海嘯仍
記憶猶新，驚慌失措的民眾湧到亞齊首府班達亞齊的街
上，電單車和汽車爭道逃向高地，交通很快堵塞了。電
視畫面顯示，數百人躲在班達亞齊的一間寺廟中，許多
人在哭，尋找失散的親人，身穿白袍的婦女跪在地上祈
禱。

強震發生時，其他周邊國家也有不同程度震感，其
中馬來西亞有高樓大廈晃動了約一分鐘，泰國曼谷的高
樓也有晃動，印度、印尼、肯尼亞、馬來西亞、斯里蘭
卡、泰國和緬甸都發出了海嘯警報或疏散令，數小時後
解除。印尼和泰國錄到了小海嘯，海浪為80厘米高。

泰國內政部防災減災廳發布海嘯預警說，普吉、甲
米、拉廊、沙敦、董里、攀牙6府的海灘實施緊急疏散。

印度東海岸城市加爾各答、金奈都有強烈震感，許
多人從房屋裡跑到街上，加爾各答的地鐵也被迫停止運
營。另外，首都新德里，西部金融中心孟買及南部大城
市班加羅爾也有震感。

「走滑地震」 破壞相對小
英國地質調查局的專家薩金特在巴黎透過電話對法

新社說，今次蘇門答臘對開的強烈地震引發海嘯的風險
不大。她解釋，這次地震的動作是橫向的，不是縱向的
，而且沒有導致海床出現明顯的動作。而一般情況下，
這些動作會觸發海嘯。她說： 「我們看到兩塊東西互相
擦過，這稱為 『走滑地震』。這意味着海床沒有轉移。
儘管這個強度的地震有可能觸發大海嘯，但事實上，我
們看不到易產生巨浪的海床下陷，所以這次地震帶來海
嘯的可能性似乎偏低。」

印度洋海嘯驚魂

香港旅行團未受影響香港旅行團未受影響

▲地震發生後，班達亞齊三位受驚嚇的婦
女擁抱在一起祈禱 法新社

◀印尼班達亞
齊的部分居民
在地震發生後
到當地拜圖拉
赫曼大清真寺
外 避 難

路透社

印尼地震 多國發海嘯警報
發出海嘯警報的國家

斯里蘭卡
8.2級餘震

8.6級地震

馬來西亞

印尼

泰國

印度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