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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推遲與日簽軍事協定

簡訊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及韓聯社29日
消息：韓國與日本原定於29日在日本東京正式簽訂
分享軍事情報的《軍事情報綜合保護協定（GSOMIA
）》。但由於韓國朝野政黨以及民間反對聲音強烈，
就在當天正式簽署時間前一小時，韓國突然臨時叫停
簽署。韓國政府強調，待取得國會同意後，再簽署這
項協定。

朝野民間齊聲討 落筆前一小時叫停

■石原褻瀆熊貓 中方不齒

韓國外交通商部曾於29日上午表示，兩國預定在當日下午在
東京簽署協定，由韓國駐日本大使申玨秀和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
簽署。但就在29日下午原定的4點簽署時間前一小時，申玨秀向
日本政府轉達國內的反對聲浪，宣布暫停簽署，並獲得諒解。

韓被指 「外交失禮」
本將簽署的韓日軍事合作協定，是兩國自1945年以來首次簽

署的軍事協定，有望在日後互通軍事情報，被視為雙邊關係的重
大突破。據早前媒體報道，韓國政府已在26日的內閣會議上確認
將簽署該協定。日本則在28日的內閣會議上批准該協定。

玄葉光一郎稱，簽署儀式應韓國方面要求暫停。日本內閣副
新聞發言人四方敬之表示， 「日方認為此項協定非常重要，我們
仍希望在上面簽字。」

因為軍事協定屬於臨時喊停，也讓韓國外交部陷入 「外交失
禮」的窘態。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表示，因為 「韓國內部的
事件」，簽署被暫緩 「非常遺憾」。

等同向日提供 「免罪符」
由於日本曾對韓國實行長達35年的殖民統治，韓國國內反日

情緒強烈，再加上韓日在獨島（日本稱為 「竹島」）和慰安婦等
問題存在爭議，韓國執政的新國家黨和在野黨派都呼籲叫停簽
署。

新國家黨高級官員申陽（譯音）表示， 「匆忙簽署協定是不
合適的，而且公眾對協定細節仍然一無所知。」他表示，即使該
協定無須經過國會同意，但是國會仍有權利就討論協定。新國家
黨院內代表李漢九亦敦促暫停簽署軍事協定行動。

在野的民主統合黨國會領導人樸智元認為，此舉只會引起東
北亞地區的軍事對抗，並抨擊當局通過 「黑箱作業」來通過協
定。

在公布暫停簽署的聲明中，韓國外交部表示，鑒於韓國新一
屆國會將在 7 月 2 日啟動，因此政府將與國會協商後，再行推動
協定簽署。

韓國多個民間團體指出，在眾多歷史問題未解決的情況下，
與日本簽署軍事協定，等同於和日本清算歷史並提供免罪符。

韓第二次推遲簽署
由於殖民歷史、慰安婦問題和領土爭端，韓國和日本雖然在

經濟和文化領域關係發展迅速，但在軍事合作上一直十分謹慎。
但今年4月朝鮮發射衛星之後，韓日兩國認為雙方互通朝鮮情報
的必要性有所提高，促成了該協定的簽署。

該協定簽署之後將互通有關朝鮮軍隊、朝鮮社會動向、朝核
以及導彈問題等方面的情報。對此，韓國方面表示，日本擁有較
多的朝鮮情報，韓國共享朝鮮情報的渠道也會進一步擴大。

本次也是韓國方面第二次推遲簽署軍事協定。韓國國防部長
官金寬鎮原定5月下旬訪日本並簽署協定，受到輿論和在野黨抗
議後取消訪日計劃。分析人士認為，李明博政府急於促成軍事協
定簽署，是因為擔心遲則生變， 「如果日本下個月發表 《防衛
白皮書》宣稱獨島是日本領土，簽署很可能被推遲到明年」。

【本報訊】綜合日本共同社、中新社 29 日消息
：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組在 28 日宣布，他們在距離東
京 1900 公里的南鳥島周邊海底發現大量稀土，可供
日本國內使用230年。

由東京大學地球資源學教授加藤泰浩等人組成的
研究小組日前發現，在距離南鳥島約300公里、水深
約 5600 米海底採樣的泥土中富含鏑等稀土元素。這
種泥土堆積範圍超過 1000 平方公里，可能蘊藏着約
680 萬噸稀土。稀土可供國內使用230 年。此前日本
在公海海底曾發現過稀土，但在所謂的 「日本海上專
屬經濟區」內大量發現尚屬首次。

日本經濟產業相枝野幸男 29 日表示，政府計劃
和該研究組共同開展調查。枝野幸男表示，經產省打
算從今年起在南鳥島周邊海域對含有稀土元素的海底
泥土展開調查，並將和東大密切合作，努力提升調查
效果。

目前開採稀土還存在諸多技術難題，但若找到合
適的方法，日本有望實現自給自足。

南鳥島附近海床，一直被認為存在豐富稀土以及
其他金屬礦產資源。日本政府從 2011 年開始，計劃
撥出68億日圓（約6.8億港元）促進海底礦產開發，

以減少日本對中國稀土出口的依賴。

中方稱妥善處理稀土訴訟
27 日，美國、歐盟、日本三方就訴中國稀土、

鎢、鉬三種原材料出口限制世貿爭端案，正式向世界
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提起設立專家組請求。中國商
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 29 日表示，中方將根據世貿
組織爭端解決程序予以妥善處理。

沈丹陽表示，中方已收到美、歐、日的有關請求
。關於稀土問題，中方已多次強調中方政策目標是為
了保護資源和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無意通過扭曲
貿易的方式保護國內產業。

沈丹陽說，中方一貫尊重世貿規則，積極履行世
貿承諾。中方將認真研究起訴方提起的專家組請求，
並根據世貿組織爭端解決程序予以妥善處理。

2012 年 3 月 13 日，美歐日提出磋商請求將中國
稀土等三種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訴諸世貿組織爭端解
決機制。四方曾在 4 月 25、26 日在日內瓦舉行了磋
商。

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曾於 2 月 22 日通過 「美
、歐、墨訴中國原材料出口限制世貿組織爭端案」的

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報告，裁定中方涉案的出口關稅和
出口配額措施不符合中方加入承諾和世貿規則，且未
滿足保護可用盡自然資源等例外條款的條件，但同時
裁定起訴方專家組請求違反《關於爭端解決規則與程
序的諒解》有關規定，駁回了相關指控。

日韓獨島之爭再起波瀾
【本報訊】據日本《產經新聞》28 日

報道：韓國執政黨新國家黨 7 名幹部 28 日
視察了日韓爭議島嶼獨島（日本稱 「竹島
」），引發日本政府的不滿。29 日，日本
外務省向韓方提出抗議，稱韓方行為令人
「非常遺憾」。

報道稱，為考察韓國安保現狀，韓國新
國家黨幹部近期相繼視察了白翎島以及朝韓
南北非軍事區。而對獨島現狀的視察也是其
安保考察活動的重要行程之一，此舉意在彰
顯韓國對於該島的實際控制權。

日本外務省在自民黨會議上透露，日方
已通過駐韓大使館向韓方提出抗議，表示韓
國執政黨高層前往日韓兩國存有主權爭議島
嶼一事令人 「非常遺憾」。對於日方的抗議
，韓國方面反駁稱 「獨島是韓國的領土」。

【本報訊】據法新社華盛頓、德黑蘭28日
消息：就在美國《美國國防授權法案》28日零
時生效之前數小時，美國宣布中國和新加坡不
會因為購買伊朗石油而受到制裁，說主要經濟
體團結一致，向伊朗施壓。

《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的目標是因應伊朗
的核計劃向伊朗施壓。根據這個法案，美國將
對從伊朗購買石油的國家的金融機構作出禁制
，迫使它們在伊朗和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之間
作出選擇。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認為，制裁的威脅是各
國大量減少購買伊朗出口原油的主要原因，並
估計這令伊朗每季損失80多億美元的收入。希
拉里說，全球的 「累積起來的行動，清晰地向
伊朗政府顯示，伊朗如果繼續違反它在核方面
對國際的責任，那就將要付出巨大的經濟損失
。」

今年 3 月，希拉里經已宣布豁免英、法、
德、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11國；本月11日

又宣布豁免印度、馬來西亞、韓國、南非、斯
里蘭卡、土耳其及台灣地區。該制裁豁免權為
期180天。

中國外交部：合情合理合法
希拉里聲稱，中國和新加坡經已 「顯著」

減少從伊朗購買原油，所以在法案生效前夕，
向這兩個國家賦予豁免權。就在法案快將生效
時，美國與中國及新加坡進行廣泛的會談。據
稱，從1月至5月間，中國從伊朗進口的石油，
已較去年同期減少 25%，而且今年將再作減少
。新加坡則表示，它自 5 月開始就實際上沒有
從伊朗購買石油。

美國一名官員稱，美國政府今次豁免的，
全都是伊朗石油的 「重要」買家，但未有豁免
小規模進口國如伊朗的鄰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這意味着這些國家如果處理購買伊朗石油的
交易，就有可能受到懲罰。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29日表示，中國從

自身經濟發展需要出發，通過正常渠道從伊朗
進口原油，合情合理合法，不違反聯合國安理
會有關決議，也不損害第三方和國際社會的利
益。

伊朗民眾受制裁生活艱難
而歐盟和美國的制裁已開始影響到伊朗民

眾的日常生活。例如，旅遊就是中產階層最先
犧牲的奢侈品。由於制裁限制了金融交易，令
經常出國的伊朗人不時無法使用國際通用的信
用卡，必須帶備美元現鈔，而且每年有1000美
元限額以及按官方兌換率兌換，遠低於街頭找
換商。

2010 年，伊朗總統內賈德宣布削減燃料及
其他基本必需品的補貼，再向大多數民眾派發
現金，但有人指此舉令通脹加劇。現時，即使
是日常用品價格也不斷上升，民眾的抱怨聲也
傳到伊朗政界，連派系內鬥也因此加劇了。

華進口伊朗石油 美宣稱豁免制裁

海底發現稀土 日稱夠用230年

【本報訊】據美聯社康涅狄格州．布里
奇波特 28 日消息：美國聯合技術集團普拉
特與惠特尼加拿大公司、聯合技術集團和另
一家子公司，因違反出口條例，向中國公司
出售軍事直升飛機零件而被罰款超過 7500
萬美元（約5.82億港元）。

康涅狄格美國檢察官戴維．費恩說，普
拉特與惠特尼加拿大公司因想成為預期收益
高達 20 億美元的中國直升機市場的獨家供
應商而明知故犯。

費恩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這次檢控，是
司法部歷史上對一家大型防衛合約商的出口
違規行為作出的最大規模處罰之一。當局說
，該案件發出清晰信息，表明故意違反美國
軍控出口禁令，將受到懲罰。聯合技術集團
說，該公司已採取了實質性行動，去確保不
會再發生這類違規。

自 1989 年以來，美國就禁止向中國出
口防衛產品。普拉特與惠特尼加拿大公司在
2001 年和 2002 年向中國提供引擎，這些引
擎後來被用於中國第一架軍用攻擊直升機
「Z-10」。

該公司自己認為，這些引擎不需要出口
許可，因為這些引擎與已經供應給中國作商
業直升機用途的引擎是相同的。然而美國當
局說，該引擎的電子控制軟件需要美國出口
許可，因為該軟件是改良作軍事直升機用途
的。

普拉特與惠特尼加拿大公司承認違反
《軍備出口控制法案》，以及在與非法出口
軟件有關的事情上作出假聲明。

【本報訊】據中新社29日消息：早前有媒體報道，日
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8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再談 「購
買釣魚島」。還在回答記者就上野動物園大熊貓懷孕一事提
問時稱要把生下的小熊貓起名為 「尖尖」和 「閣閣」。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29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應此
事時表示， 「石原慎太郎處心積慮破壞中日友好關係的拙劣
表演為世人所不齒，必將損害日本和東京都的形象。不管石
原慎太郎企圖給中國熊貓起什麼名，都改變不了這些熊貓屬
於中國的事實。」

【本報訊】據日本共同社 29 日消息：國際黑客組織
「匿名者」28 日表示，對日本的攻擊尚未結束，強調將繼

續發起黑客攻擊。此前，日本財務省等部門網站遭到非法入
侵，東京警視廳公安部和網絡犯罪對策正式對此展開調查。

報道稱，一名自稱為國際黑客組織 「匿名者」成員的男
子28日接受採訪時表示，對日本的攻擊 「尚未結束」，將
繼續發起黑客攻擊。他同時稱不能透露今後的攻擊目標，表
示將於近期在網站上加以公布。

對此，東京警視廳公安部和網絡犯罪對策科根據《禁止
非法入侵計算機法》，正式對此展開調查。

警方正在向相關網站負責人了解受攻擊的狀況，還計劃
要求網絡服務商提供通信記錄，調查其與 「匿名者」組織有
無關聯。

■國際黑客稱繼續攻擊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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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宣布不會因伊朗問題制裁中國，國務卿
希拉里聲稱，中國近期從伊朗進口的石油數量
已顯著減少 法新社

◀日本稱在南鳥島
附近海床發現可供
使用230年的稀土
，深灰色區域為日
本聲稱的「專屬經
濟區」 互聯網

◀韓國在野黨
民主統合黨反
對當局與日本
簽署軍事合作
協定，該黨的
國會議員 29
日在記者會上
拉着橫幅一起
高喊反對簽署
的口號

美聯社

▲韓國民眾29日手持反對簽署韓日軍事協定的標語，在韓國外交通商部門口示威 新華社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左）與韓國總統李明
博2011年舉行會談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中通社29 日消息：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日
前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74%的巴基斯坦人認為美國是敵
人。

該民調發現，74%的巴基斯坦人認為美國是敵人，去年
這一比例為69%。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巴基斯坦人中的支持率
持續向下，多數人認為奧巴馬與其前任布什一樣壞。

此外，40%的巴基斯坦人認為美國對巴基斯坦的軍事和
財政援助正在產生負面影響，只有一成民眾認為這種影響是
積極的。

美國軍方去年5月在未曾通報巴基斯坦政府的情況下發
動突襲打死本．拉登，而北約去年11月在巴基斯坦與阿富
汗邊境一次襲擊中誤殺24名巴基斯坦軍人。這兩宗事件激
起巴基斯坦朝野的憤怒，巴基斯坦關閉了北約向阿富汗軍隊
輸送補給的關鍵通道。

■逾七成巴人視美為敵

▲旅日上野動物園大熊貓 「力力」 （雄）和 「真真」
（雌）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