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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美聯社華盛頓
30日消息：經歷了長達5個月的初選征戰
之後，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羅姆尼贏下得克薩
斯州初選，現時已超所需的1144張代表票
，穩握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地位。他矢
言要在11月大選中擊敗現任奧巴馬，帶領
美國 「重回繁榮的軌道」 。民調顯示，羅姆
尼與奧巴馬在支持率上差距很小，估計兩人
為11月大選要進行連番惡戰。

■卡塔爾拘火災商場負責人

簡訊

【本報訊】據法新社多哈30日消息：卡塔爾當局下令
拘捕日前發生大火 「維拉基奧」商場的5名商場管理人員，
但 5 人基於何種罪名被捕現時還未透露。火災中共造成 19
人死亡，當中大部分為兒童。

卡塔爾檢察總長阿爾穆里下令逮捕 「維拉基奧」商場老
闆、商場經理及副經理。據稱，該商場安保副主管以及一層
幼兒園老闆也被捕，幼兒園是火災中受災最嚴重區域，有
13名兒童和4名教師死亡。

當地報紙同時也對巨型購物商場內開幼兒園的執照問題
表示質疑。

【本報訊】據菲律賓GMA新聞網
29 日報道，菲律賓外交部發言人勞爾
．赫爾南德斯 28 日稱，目前出現在黃
岩島海域的中國政府船隻和漁船數量
「已經減少至35艘」。

赫爾南德斯聲稱，上周六共有 60
艘中國船隻在黃岩島水域，28 日已經
下降到 35 艘。據稱，35 艘船隻中包括
6 艘中國政府船隻、12 艘漁船和 17 艘
工作艇。報道同時指出，菲律賓在黃岩
島附近有兩艘政府船隻，一艘是菲海岸
警衛隊的船隻，另一艘是漁業和水產資
源局船隻，以便 「宣示主權」。

該報道稱，菲在黃岩島附近的兩艘
政府船隻將因颱風季節的來臨撤出該海
域，但菲方正在考慮全天候部署黃岩島
的方案。菲安全官員說， 「我們不希望
美濟礁事件出現在黃岩島」。

赫爾南德斯未對中國船艦的減少表
示意見，僅稱外交部仍持續與中方對話
，希望能和平解決爭議。

《菲律賓星報》稱，中國 1994 年
在美濟礁上以修建漁民庇護所為由，在
菲方無監視的情況下建造了重兵把守的
多層面軍事建築，配備了先進的通信設
備。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中央社
29日消息：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29日
表示，美國應加強在亞太地區的海軍
力量，在中國軍事力量崛起之際保持
「警惕」，同時要與中國建立新時代

的防務合作關係。
帕內塔周二出席馬里蘭州安納波

利斯美國海軍學院舉辦的畢業典禮。
他在會上發表演講，指美國的未來，
在於確保西太平洋地區和印度洋區域
的安全。

帕內塔表示，美國是海洋之國，
所以現在的戰略重心，正回歸到本國
的海洋根基之上。他說， 「你們這一

代人其中一個主要項目，就是保持和
增強美國在廣闊的亞太地區的能力。
美國未來的繁榮和安全關係到，我們
沿西太平洋和東亞弧線以及深入印度
洋及南亞推動和平與安全的能力。」

帕內塔認為，亞太地區和平的關
鍵在於中美間的防務合作，兩國軍隊
共同擔起防務重任，推進亞太及全球
其他地區的和平。他鼓勵新生代的海
軍學員，與中國建立更堅固穩定的防
務關係。

他說， 「我們需加強與中國的防
務關係，中國的軍事正在增長和現代
化，我們必須保持警惕。保持強大必
須準備面對任何挑戰，不過（亞太）
地區的關鍵是我們兩軍在其中共擔安
全責任，在促進亞太和世界各地和平
上，為兩國之間的防務合作開創出一
個新的時代。」

他同時指出，美國應該強化與日
本、韓國、澳洲和菲律賓的既有關係
，並且和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新
加坡、印度等東南亞國加強戰略夥伴

關係。
帕內塔隨後會出席在新加坡舉行

的香格里拉會議，之後啟程訪問越南
、印度等亞洲國家。中國國防部長梁
光烈本月初訪問美國期間，邀請帕內
塔在下半年訪問中國。帕內塔表示，
自己已經為任內的首次訪華行程開始
做準備。

美「重返亞洲」趨勢明顯
美國近年宣布 「重返亞洲」，儘

管最近美國海軍陸戰隊計劃未來 5 年
內削減 2 萬兵力，但在亞太地區部署
兵力的比重卻不降反升。美國現已強
化和日本、韓國的軍事戰略夥伴關係
，今年 4 月更駐軍澳洲展示 「重返亞
洲」決心，同時陸續與越南、菲律賓
等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都被外界
視為是針對中國海軍近年突破第一島
鏈而採取的因應措施。美國媒體指出
，這體現了美國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
轉移的趨勢進一步加強。

■昂山探望在泰緬外勞
【本報訊】據美聯社曼谷30日消息：在泰國訪問的緬

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30日前往曼谷附近的籠仔厝府，探
訪在當地工作的緬甸外勞。

昂山在籠仔厝府受到當地民眾的熱烈歡迎。昂山同時向
集會民眾承諾，表示自己會盡力幫助他們，同時勉勵他們不
要氣餒，並強調歷史正在改變。

現時有250萬貧窮的緬甸勞工在泰國居住，從事家政、
捕魚或服裝業等技術較低的工作。專家稱，緬甸勞工構成泰
國總體勞動力的5%-10%，貢獻泰國GDP的7%。

■泰主編因辱王室貼文獲刑
【本報訊】據法新社曼谷 30 日消息：泰國新聞網站

「自由人」執行主編戚蘭琪因為沒有盡快刪除網站論壇上冒
犯王室家庭的評論，被控 「侮辱王室」。

法官尼達雅表示，部分張貼在 「自由人」新聞網站上的
貼文冒犯王室，且網站編輯戚蘭琪並未遵從法院命令，立即
移除貼文。至少有一篇貼文在自由人網站上放了20天。

按照泰國《計算機犯罪法案》，因此判處戚蘭琪8個月
刑期，但因其認罪，緩刑1年。曼谷刑事法院並判她2萬泰
銖（約4875港元）罰金。

■加執政黨總部收人腳郵包
【本報訊】據法新社渥太華29日消息：加拿大執政保

守黨渥太華總部周二收到一個裝有腐爛人腳的郵包，警方隨
之展開調查。

總部的接待員打開郵包時，發現血迹和傳出惡臭，隨即
報警。渥太華警方發表聲明說， 「核生化事故小組和緊急行
動組立即到現場，對郵包作進一步檢查後，認為盒內可能是
一隻人腳。」

當局其後對該盒進行 X 光檢查，然後移交給地方驗屍
官，已確認郵包內確實是一隻人腳。渥太華警方正對該地區
的郵局職員、停屍間和醫院進行調查。

羅姆尼在得克薩斯州的初選中以絕對優勢獲勝，
得票率為 69%，而保羅的得票率為 12%，宣布退出的
桑托勒姆和金里奇的得票率分別為8%和5%。

八月公布副手人選
由於得州是全美人口第二大州，共擁有 155 名代

表票，因此該州初選具有決定性作用。羅姆尼初選勝
出之後，將取得得州代表票中的 105 張，再加上原本
已獲得1064名代表支持，就越過了1144張代表票的共
和黨提名資格。

羅姆尼在向支持者發表講話時說： 「我們成功了
！這只是開始。我深感自豪，全國各地的美國人都支
持我參加競選，我能夠獲得足夠代表們支持我被提名
為2012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更是萬幸。」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普里伯斯對羅姆尼的勝利
進行歡呼，他說： 「羅姆尼將為美國人民提供大家殷
切期待的新方向。」羅姆尼雖然穩拿提名，但要到共
和黨八月份的大會上，才能正式宣布獲得提名，屆時
也會揭曉羅姆尼的副手人選。

奧巴馬出生地再起風波
雖然羅姆尼慶祝自己確立被提名資格，但其競選

活動卻有可能因為房地產大亨特朗普的干預而偏離正
軌。

這場爭議的焦點，就是羅姆尼的高調支持者、億
萬富豪特朗普質疑奧巴馬的出生地點，從而也質疑奧
巴馬是否有權利當總統。

特朗普在談到奧巴馬出生地點問題時說： 「我的
想法完全沒有改變。此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疑問，但傳
媒不想報道。」

對於特朗普再次就奧巴馬出生地點提出質疑，羅
姆尼並沒有予以譴責。羅姆尼周一晚上表示，特朗普
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即使兩黨在特朗普質疑問題
上互相攻擊之際，沒有跡象顯示羅姆尼有意與特朗普
保持距離。在得州選舉結果公布時，羅姆尼與特朗普
雙雙現身拉斯維加斯一個籌款會。

特朗普此舉，恰好又為奧巴馬陣營提供了攻擊的
機會。奧巴馬副競選經理斯蒂芬妮．卡特表示，羅姆
尼與特朗普齊齊亮相時，缺乏 「道德領導力」。她說
， 「如果羅姆尼因為實在太需要特朗普的錢而沒有魄
力去面對像特朗普的吹牛大王，那麼他想當哪門子的
總統呢？」

綜合最新的各項民意調查，奧巴馬在支持率上稍
勝羅姆尼，現時獲 45.6%的受訪民眾支持，領先後者
的43.6%。

【本報訊】據美聯社華盛頓 30 日消息：美
國總統奧巴馬日前在讚譽一名波蘭二戰英雄的時
候發生口誤，使用了 「波蘭死亡營」這一不當措
辭。奧巴馬的失言，立刻引起了波蘭不滿，波蘭
外長炮轟奧巴馬 「無知和無能」。

奧巴馬29日在白宮東大廳為13名自由勳章
獲得者頒獎。奧巴馬口誤的時候，正在為 2000
年去世的揚．卡爾斯基頒發獎章，表彰他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納粹對波蘭的侵略中所作出
的殊死抵抗。

奧巴馬說， 「在二次戰爭最黑暗的年代裡，
卡爾斯基擔當着波蘭抵抗軍情報員的職責。抵抗
戰士告訴他猶太人正被大屠殺，他們將卡爾斯基
偷渡到華沙猶太區，讓他親眼見證了波蘭死亡營
。」

波蘭外長西科爾斯基在 twitter 炮轟奧巴馬
「無知及無能」，白宮必須為這個 「離譜的錯誤

」道歉，波蘭總理圖斯克會在本月 30 日表示如
何解決這個問題。波蘭駐華盛頓大使館也聲明，
奧巴馬將之稱為波蘭死亡營的說法是一種 「事實
錯誤的侮辱」，必須被更正。

「波蘭死亡營」這種提法，極大地冒犯了經
歷二戰慘痛死亡集中營的波蘭民眾。按照常規，
在表述二戰中被納粹佔領國家的集中營時，不用
類似於 「波蘭死亡營」這樣的稱呼，因為這會混
淆犯罪人和事發地點，一般會稱 「納粹佔領波蘭
時的集中營」。

波蘭前總統瓦文薩 30 日表示，這種說法混
淆了行兇者和受害者，但是奧巴馬的失誤，可能
提醒其他人，避免再做出類似的表述。

對於消除這次紛爭，白宮焦頭爛額。但是它
同時也強調，奧巴馬曾參觀華沙猶太人紀念館，
也曾多次讚譽波蘭人在二戰中的英勇無畏，會就
事件進行道歉。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中新社30日消息：敘利亞胡拉鎮襲
擊事件發生後，西方多國為表抗議紛紛驅逐敘利亞大使，並對此
事做出表態。法國總統奧朗德提出，如果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不
排除武力介入敘利亞局勢。而美國、中國、俄羅斯皆表示反對，
認為此舉無助敘利亞局勢解決。

法國總統奧朗德表示，如果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批准，他不排
除採取軍事干預的可能性。奧朗德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說： 「我們
不排除軍事干預，條件是必須在尊重國際法的前提下進行，也就
是說，必須經聯合國安理會批准。」

然而，美國白宮發言人卡尼表示，美國認為現在對敘利亞實
施軍事干預不是正確的選擇，因為軍事干預將造成更多的騷亂和
屠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30日表示，中方反對外部對敘利亞
進行武力干預，反對強行推動 「政權更迭」。

劉為民說，敘利亞問題的解決歸根結底應由敘利亞人民自己
作出決定。中方已就敘利亞胡拉鎮屠殺平民事件表明了立場，希
望安南特使此訪有助於緩和敘利亞局勢。

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加季洛夫也表示，對敘利亞採取新措施
的時機 「尚未成熟」。他說，莫斯科的立場保持不變，俄方堅決
反對一切外部干預敘利亞危機武裝干預。

安南：已達到 「臨界點」
聯合國特使安南促請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立即採取行動結束歷

時十五個月的流血衝突，並警告說敘利亞已達到 「臨界點」。
安南在大馬士革與巴沙爾總統會晤後說： 「我們已來到臨界

點。敘利亞人民不希望看到他們的未來變成血腥和分裂的未來。
然而今天殺戮仍在繼續，我們身邊依然有各種侵權行為。」

他說： 「我請他立即採取大膽措施，不是明天，而是現在為
實施和平計劃創造條件。」

安南於星期一飛往敘利亞，在他出發前，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一項聲明，譴責政府軍在胡拉大屠殺期間以密集炮火轟擊居民區。

敘利亞當局一再堅稱，胡拉大屠殺的受害者，主要是叛軍殺
死的。但是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首腦拉德蘇說，胡拉大屠殺的元
兇是效忠巴沙爾的民兵。

日驅敘大使 敘趕荷代辦
針對胡拉鎮平民被殺害事件，多個國家先後宣布驅逐敘利亞

大使，甚至全部外交官，當中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
意大利、西班牙、澳洲等。日本外交部30日也表示，已經要求敘
利亞駐日本大使離境。土耳其外交部也下令驅逐敘利亞大使。

敘利亞30日則對此做出反應，宣布驅逐荷蘭代辦，限其在72
小時內離開敘利亞。

法或對敘動武 中美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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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日前在自由勳章獲得者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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