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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政府運營的網站 「我的祖國」星期三刊出朝鮮憲
法《修訂案》全文，其中《修訂案》的序言中寫道： 「金
正日同志使我們祖國變成不敗的政治思想強國、核擁有國
、無敵的軍事強國。」

美：應先中止挑釁
對此，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馬克．托納說，根據六方

會談2005年發表的《9．19共同聲明》，朝鮮應該廢除所有核
武器和核開發計劃。美國堅持認為，朝鮮應該履行這一承
諾，而華盛頓的立場是絕不會承認朝鮮的擁核國地位。

托納還強調，4月聯合國安理會發表主席聲明，敦促朝
鮮立即遵守安理會第1718號和第1874號決議。這包括朝鮮
放棄核武器和核計劃。他說，朝鮮在努力獲得擁核國地位
之前，應該先中止挑釁行為，照顧居民生活，參與國際事
務。

朝加大外交談判籌碼
據報道，自從金正日去年12月逝世之後，朝鮮就開始

修改憲法，以確定金正日的神聖地位。不過，直到本月30
日，朝方才在其運營的網站上公布了憲法全文。如今，朝
鮮憲法不再叫《金日成憲法》，而是叫《金日成和金正日
憲法》。

韓媒稱，朝鮮該舉措意在將擁有核武器變成不爭的事
實，在金正恩領導體制下，將其作為外交談判籌碼。韓國
慶南大學的金謹希教授分析稱， 「對於六方會談成員來說
，修改後的憲法真是一個壞消息。通過外交手段勸說朝鮮
放棄核武的難度會更大」。韓國民族統一研究院的天勝萱
表示： 「這次憲法修改很明顯地說明了，朝鮮在任何情況
下都不會放棄核項目。如果有人在談判桌上提出要他們放
棄核武，朝鮮就會說這是違憲的。」朝鮮和美國以及其盟
友間，長期以來在核問題和導彈項目上存在衝突。

韓專家：勿過分解讀
不過，韓國慶南大學的金謹希教授警告，不要對其中

原本意在稱頌金正日的內容做過分解讀。他說： 「朝鮮一
直視其核國家地位為金正日的重要成就，新憲法只是把這
個記錄在內。我們很難將其解讀為，朝鮮在任何情況下都
將堅持發展核武的信號。」他還表示，朝鮮的憲法很容易
被修改，只要統治者決定就可以，在過去的它曾經被修改
過兩次。

數十年來，朝鮮一直在進行核武器的研發。朝鮮的官
方說辭一直是，他們需要核武器以應對美國的核威脅，但
是他們原則上願意放棄核武器。在 2005 年 9 月六方會談達
成的協議中，朝鮮同意放棄核項目，以換取經濟和政治利
益以及安全保障。但是執行這項協議的六方會談自2008年
12月之後就停止了。朝鮮分別在2006年和2009年進行了兩
次核試驗。

美堅不承認籲棄核

【本報訊】據法新社悉尼5月31日消息：澳洲
傳媒星期四報道，聯邦政府正尋求中國政府在澳洲
北部農地投資生產糧食，以聯合提高中國 13 億人
口的糧食安全水平。

《澳洲金融評論報》報道，澳中兩國即將發表
一項有關該個建議的研究。該個建議將見證中國企
業直接投資於澳洲北部的農場，焦點主要在牛肉、
羊肉、糖和乳製品。該報說，澳中兩國去年5月展
開該項研究，預期數周內公布結果。

澳洲貿易部長埃默森強調，這既不涉及 「賣
掉」國家有價值的資源，也並不是要 「輸入海外
勞工，把生產貢獻於中國人的消費」。埃默森在
北京說： 「這是要提高澳洲的糧食產量，供應世
界市場。」

華資在澳為敏感話題
中國的投資在澳洲是一個敏感話題。今年較早

時，澳洲政府基於安全理由，禁止中國電訊業巨頭
華為競投澳洲的寬頻網絡建設計劃。而礦業多項收
購計劃也基於類似的原因告吹。

在澳洲，保守派政界人士警告，不要把有價值
的農地賣給外國投資者，尤其是中國。中國因為大

量進口澳洲資源，而成為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
澳洲政府一項在1月發表、有關澳洲農業擁有

權的研究發現，外國公司控制了澳洲約一半的主要
食品產業，但離岸投資者只擁有11%的澳洲農地。
該項研究是為了要紓緩社會人士對外國人擁有農業
的擔憂，而受委託進行的。澳洲當時說，研究成果
應該能紓緩有關外國投資者 「入侵」的 「錯誤訊息
和歇斯底里症」。近年的收購潮令外國公司佔有澳
洲一半的小麥、乳製品、糖及紅肉領域。但土地擁
有權只有三成屬於外國人，和30年前差不多。

反對黨：削弱主權
雖然埃默森已敦促澳洲人，不要讓種族主義滲

入辯論中，但高調提出反對的右翼自由黨參議員赫
弗南說，向中國開放澳洲的土地是對澳洲主權的攻
擊。赫弗南認為澳洲的外國併購法和稅收法存在明
顯的漏洞。他說，這是對國家主權的削弱。

澳洲另一反對黨，國家黨的參議員喬伊斯說
，在討論外國在澳洲耕地方面投資時，澳洲議員
必須代表他們選民的觀點。她說，澳洲人對外國
人購買澳洲農田表示關注，並希望慎重對待這樣
的計劃。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韓聯社5月31日
消息：朝鮮上月通過修改憲法，自稱為 「擁有核
武」 的 「無敵軍事強國」 。對此，美國星期三回
應稱，美國政府絕不會承認朝鮮 「核擁有國」 的
地位。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國《華爾街日報》5月30日報道
：伊朗能源部長馬吉德．納姆朱周二表示，伊朗政府已取消了與
中國的一份價值為 20 億美元（約 155 億港元）的水電大壩建造
合同。在針對伊朗的制裁不斷加重之際，此舉使該國加強對華關
係的努力面臨挫折。

納姆朱證實了伊朗媒體的報道，即伊朗央行已拒絕中國水利
水電建設集團公司提出的財務條款。伊朗報紙《世界報》援引納
姆朱的話稱，伊朗政府將上述合同給予了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
控股的公司。2011年3月，伊朗和中國簽訂合作備忘錄，計劃由
中方在伊朗巴赫蒂亞里河流域谷地裡修建水電設施，水庫設計蓄
水量為48億立方米，發電容量為1500兆瓦，伊方稱其為目前世
界最高的混凝土大壩，合同總額達20億美元。

據報道，關於取消巴赫蒂亞里大壩中方合同的理由，納姆朱
稱這是因為伊朗央行對中方提出的融資方案不滿意，但他並未具
體指出中方的合同究竟 「出了什麼問題」。美國道瓊斯新聞社報
道稱，取消這一合同可能是因為中方企業在推進項目時 「不夠迅
速」。報道指出，過去5年，中國企業在伊朗簽署的合同至今兌
現的投資不到10%。但也有消息人士稱，這一政府項目的取消可
能是受到伊朗國內利益集團的干擾。

伊朗取消華155億大壩合同

【本報訊】綜合彭博社、法新社5月31日消息：美國國防部長帕
內塔啟程，展開為期 9 天的亞太地區訪問行程。這是自五角大樓 1
月份表示要「重新平衡」對亞洲的軍事戰略以來，帕內塔首次訪問亞
洲。

中方促美尊重華利益
華盛頓外交關係委員會防務政策高級研究員斯蒂芬．比德爾說

，帕內塔此行的挑戰，是必須向菲律賓、越南、新加坡和其他國家
保證美國會支持他們，但同時又避免直接與中國對抗。

比德爾說： 「帕內塔是在走鋼索。」他說，現時中國在諸如南
海採礦權等問題的糾紛中態度越來越強硬，因此美國在亞洲的盟友
都要求美國起到制衡作用。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又與中國有緊密經
濟聯繫，並不想 「與該地區另一個大國發生衝突」。

在北京，外交部歡迎美國在亞太地區發揮建設性作用，也希望
美方尊重包括中國在內各方的利益和關切。發言人劉為民回應帕內
塔亞太之行，圍繞中國周邊國家進行的問題時作出以上表述。

帕內塔星期四啟程赴新加坡出席年度亞洲安全峰會，然後訪問
越南和印度。據不願透露身份的防衛官員說，帕內塔將利用這次訪
問，向盟友及區內國家解釋，美國 「重返亞太」的政策，實際如何
操作。五角大樓1月份發表其戰略指引，稱美軍將 「重新朝亞太
地區平衡」。

闡述 「重返亞太」 政策
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4月份在華盛頓一次會議上說，如果沒

有給予澄清，該戰略可能會被視為美國要努力遏制中國，而這樣的
對峙 「將會增加摩擦和衝突」。帕內塔5月29日在馬里蘭州向美國
海軍學院畢業生發表演說時，把該戰略形容為既是擔憂中國，又要
加強與該地區盟友合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說，亞太事務應由亞太國家共同處理
，各方都應致力於維護和促進亞太的和平、穩定、發展，不應人為
突出軍事和安全議程。劉為民強調，在21世紀的新形勢下，中美兩
國必須走出一條新型的大國關係之路。

帕內塔將在新加坡舉行的年度 「香格里拉對話」中發表講話，
該會議是由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主辦的。在兩天會議期間，帕內塔
還計劃會晤來自新加坡、菲律賓、泰國、澳洲、越南、文萊和印度
的國防部長。帕內塔還將前往越南與印度，商談防務合作。他還將
與印度討論軍售問題。

美防長啟亞太行 避激怒中國

【本報訊】據中央社 5 月 31 日消息：韓國媒體網站 31
日報道，朝鮮女子的頭髮長度及髮型，是辨識她們身份地位
的 象 徵 。 韓 國 針 對 朝 鮮 所 設 的 專 門 新 聞 網 站 「NEW
FOCUS」報道，人們幾乎可以從朝鮮女性的頭髮長度及髮
型，來判定她們的身份地位。

報道指出，在朝鮮，只有從事舞蹈的女子才能留長頭髮
，一般女子的頭髮只被允許留到可綁束的長度。另外，髮型
也是可辨識女子身份地位的象徵之一，由於朝鮮女子多半有
營養失調的問題，頭髮多少都會有受損或者發白的問題。

相對而言，若有女子留不錯的髮型，多半就可以判定
她們出身良好，因為她們可攝取較好的營養，這些女子可能
出身於朝鮮勞動黨幹部的門第。因此在朝鮮，頭髮可說是分
辨貧富差距的一項依據。

【本報訊】據法新社首爾 5 月 31 日消息：駐韓美軍特
種部隊司令官托利承認，對於早前有傳媒錯誤報道美國特種
部隊已滲入朝鮮一事，他也要付出部分責任。

5月28日，美國一家網絡媒體援引駐韓美軍特種部隊司
令官托利的發言報道稱，為了收集朝鮮地下軍事設施情報，
美國和韓國曾派遣特種部隊空降朝鮮，進行滲透工作。消息
一出，美國國防部和駐韓美軍司令部紛紛進行否認，稱媒體
在報道消息時有誤，背離原意。

日本國際時事雜誌《外交學者》援引托利說，美、韓兩
國的士兵奉命越過朝鮮邊境，執行朝鮮地下通道的 「特別偵
察任務」。有 2.85 萬士兵駐韓的美軍，否認曾派特種部隊
到朝鮮去。托利說，他在特別行動部隊工業會議上的言論，
旨在 「給我們（在韓國）的特別要求，提出潛在解決方案的
一些來龍去脈」。

較早前，美國軍方把報道錯誤的責任，歸咎採訪上周美
國佛羅里達州一次會議的傳媒代表。駐韓美軍特種部隊指揮
官、陸軍准將托利在該次會議上發表講話，而當中部分內容
就成了錯誤報道的來源。

托利 5 月 30 日晚在一篇聲明中承認，他在該次會議上
發表的言論沒有被誤報，但是他 「應該說得清楚一點」。他
說： 「為了嘗試解釋技術可以如何協助我們，我當時用現在
式說話。我明白，我在表達言論的方式上，並不清晰，這令
一些聽眾有機會達致錯誤的結論。要清楚說明的是，我們在
任何情況下都沒有派特別行動部隊進入朝鮮。」

否認特種兵滲透朝
美將領為誤報負責

韓媒：朝女性髮型象徵地位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韓國《中央
日報》5 月 31 日報道：韓國警方星期四說
，逮捕了兩名被控為朝鮮搜集軍事情報的
男子。韓國警方表示，這兩名男子被指控
搜集全球定位系統（GPS）干擾裝置技術
以及其他敏感軍事設備的情報，於 5 月初
被拘留。

有關官員已經查明其中一人現年74歲
，姓李，李某曾在1972年因間諜罪名被判
終身監禁，並於1990年獲得假釋，但他依
舊對朝鮮忠心耿耿。另一人56歲，姓金，
是一名商人，擁有新西蘭國籍，與朝鮮有
貿易往來。

一名調查人員表示，去年 7 月，李某
與金某在中國丹東與一名朝鮮特工見面，
並接受了 「請搜集韓國尖端防禦產業技術
」的指令。據此推斷，他們涉嫌以電子郵
件的方式從某防禦產業公司得到 GPS 干

擾裝置技術。他說： 「我們已經有證據證
明他們搜集了一些和敏感軍事設備有關的
情報，但是現在還不清楚他們有沒有將情
報轉交給那個特工。」

報道稱，韓方已經掌握到朝鮮其他組
織曾打算引進 NSI 4.0（遠程跟蹤雷達技
術），對此正在展開調查。如果朝鮮取得
該項技術，將提高其彈道導彈的精準度。

此前，韓國曾經指控朝鮮發出能夠干
擾全球定位系統的信號，在 4 月 28 日至 5
月 13 日期間擾亂韓國的 670 多架飛機和
110 多艘船隻。韓國方面認為，這些干擾
信號是從朝鮮邊境城市開城發出的，使得
韓國的空中和海上交通不得不使用其他的
導航裝置來保證安全。朝方否認了韓國的
指控，稱這是韓國為了誹謗朝鮮而編造出
來的 「子虛烏有」。擾亂事件發生之時，
雙方的關係正處在高度緊張狀態。

韓逮捕2名朝間諜嫌犯

▲4月13日，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右一）在平壤出席金正日的紀念活動 美聯社

◀美國防長
帕內塔（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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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蘭州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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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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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貿易澳洲貿易
部長埃默森部長埃默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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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在平壤出席勞動黨集會的朝鮮女兵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