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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共同社、日本新
聞網、環球網 18 日消息：據相關人
士 18 日透露，如果東京都政府提出
登釣魚島的申請，日本政府考慮不立
即予以批准、暫時擱置。日本政府已
把這一意向告知了釣魚島的 「所有者
」。

日本東京都政府計劃在本周內向
日本中央政府正式提出 「登陸」釣魚
島申請，聲稱已經獲得島嶼 「私人所
有者」的同意書。據悉，此次是所謂
的釣魚島 「所有者」首次同意類似登
島請求。

據報道，釣魚島 「所有者」栗原
家族，已經給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寫了一份准許登島的許可書。石原計
劃在本周內向日本政府提出登島申請
。

有分析稱，在 「購島」問題上，
東京都與日本中央政府仍 「互不相讓
」，都政府希望在中央政府之前首先
「購買」島嶼。

日本政府與土地所有者簽訂的
「租借合同」，登島需要獲得政府的

批准。登島測量是購島的前提條件。
日本政府認為，如果批准東京都的登
島申請，首相野田佳彥提出的釣魚島
「國有化」目標將更加難以實現。政

府考慮加緊就直接購島與東京都展開
協商。

鑒於都議會的日程和周邊海域的
氣象條件，東京都計劃於8月下半月
登島進行測量。

日手制定「活用政策」
據日本《產經新聞》報道，日本

政府已開始手制定 「購買」後的
「島嶼活用政策」，為「管理」釣魚島

做準備。
日政府有官員認為，中央政府正式公布 「國有

化」的具體方案後需要 3 個月的「準備時間」，而
「島嶼活用政策」正是 「國有化」方針的重點所在。

野田佳彥 16 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稱： 「正在
參照東京都的現行計劃，考慮下一步的具體措施。
」有猜測認為，野田意在暗示將基於東京都知事石
原慎太郎的意思制定 「島嶼活用政策」，石原曾於
6月將 「豐富的海」、 「富饒的自然」定為釣魚島
「活用政策」的關鍵詞。

同時，日本外務省正在計劃就釣魚島 「國有化
」的 「正當性」向國際社會進行宣傳。

【本報訊】綜合韓聯社、美聯社、法新社、中
新社18日消息：朝鮮媒體18日報道，朝鮮現任領
導人金正恩被授予元帥稱號。有分析指，這意味
金正恩已完全掌控朝鮮黨政及軍權於一身，成為朝
鮮軍方最高階的領袖。

在當日較早之前，朝鮮中央通訊社、朝鮮中央
電視台、平壤電視台三家事先預報稱，中午 12 時
將發表 「重大新聞」。官方媒體隨後宣布，金正恩
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元帥的稱號。他的
祖父金日成和父親金正日，生前均被授予為元帥軍
銜。

朝鮮媒體發表這種 「重大新聞」，是自朝鮮前
領導人金正日去年12月去世後首次。

當天，朝鮮以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黨中央軍事
委員會、國防委員會、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的
名義，發表了上述決定。

朝鮮軍隊的軍銜由高至低主要有大元帥、元帥
、次帥、大將、上將、中將和少將。金正恩此前的
軍銜是大將。金正日也是跳過次帥而直接被授予了

元帥稱號，因此，朝鮮政府消息人士指，金正恩獲
元帥稱號並不奇怪。金日成在死前兩年、即 1992
年獲得最高軍銜的大元帥稱號，而金正日則在今年
2月冥壽時，才由金正恩追封為大元帥。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18 日在回答記者提問
時說：「中朝是友好鄰邦，我們祝願在金正恩同志和
朝鮮勞動黨的領導下，朝鮮各項事業順利發展。」

鞏固黨政軍大權
除 「元帥」外，金正恩目前還擁有朝鮮勞動黨

第一書記、朝鮮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朝
鮮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
等主要頭銜，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朝鮮軍方近日連番出現人事 「地震」。7月15
日，原朝鮮人民軍參謀長李英浩因 「健康問題」被
免除一切職務，7月16日則人民軍大將玄永哲獲晉
升為次帥。

有分析認為，此次舉措很有象徵意義，這表明
在李英浩事件之後，金正恩進一步鞏固統治大權，

樹立自身形象。韓國延世大學的朝鮮專家約翰．德
魯里說：金正恩的新頭銜 「為鞏固他在黨政軍機構
的權力添磚加瓦」。

韓國東國大學教授金永鉉說： 「效仿前人，帶
元帥這一軍銜，金正恩展現自己是合法繼承人的
形象，並進一步掌控權力。在他掌控了幾乎所有黨
和軍方的要職之後，這是金正恩最後一個能頒發給
自己的軍銜了。」

韓加強對朝信息監測
就在金正恩獲頒 「元帥」一職之後，韓國總

統李明博 18 日召開外交和安全長官會議，討論了
朝鮮內部權力結構變化和軍事動向，商定加強韓
軍方信息監測。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金星煥、國
防部長官金寬鎮、統一部長官柳佑益等政府高層
悉數到會。

據悉，朝鮮軍方職務變動可能是 「朝鮮內部發
生權力鬥爭的開端」，因此商定加強韓國軍方對朝
鮮的信息監測。

雖然美國國務院及五角大樓稱，不會把時間浪
費在猜測朝鮮的人事調動上。有關對朝政策，美國
國務院發言人卡尼強調， 「將判斷朝鮮的實際行動
來做出決定」。另據韓聯社消息稱，駐韓美軍也在
17日增加U-2高空戰略偵察機的偵察次數。

希拉里訪以色列 意在美大選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賈秀東

日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的歐亞非 9 國之行在以色列畫上句號。

這是希拉里2010年9月至今以及 「阿拉伯之
春」發生以來首次訪問以色列，也許是其任內最
後一次訪問該國，受到輿論普遍關注。

一個中心 四大議題
在以期間，希拉里會見了以色列總統佩雷斯

、總理內塔尼亞胡、國防部長巴拉克和外交部長
利伯曼。會晤圍繞以色列當前面臨的安全環境這
一中心問題展開，涉及伊朗核問題、埃及對以色
列態度、敘利亞危機和以巴關係四大議題。

伊朗核問題是希拉里此次以色列之行的重中
之重。美以雙方均認定伊朗核問題構成對中東穩
定特別是以色列安全的極大威脅。希拉里指出國
際社會在阻止伊朗發展核武器方面處於 「重大關
頭」，強調美國和以色列在最大限度地阻止伊朗
擁核問題上已 「達成共識」，表示雙方討論了提
高對伊朗壓力的具體步驟。

希拉里訪問埃及和以色列的先後順序顯係
精心安排。埃及政局發生巨變後，美以兩國最

為關切的是穆斯林兄弟會等伊斯蘭勢力執掌新
政權後，對中東戰略格局和以色列安全的影響
。希拉里在埃期間強調繼續履行埃以 1979 年和
平協議的重要性，隨後希拉里把埃及新總統承
認該協議的信息帶給以色列，也算是對以色列
的一點安慰。

對於以色列來說，敘利亞近在咫尺，其最大
威脅並非單純來自巴沙爾政權，而是敘利亞、黎
巴嫩、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國反以勢力抱團，並趁
敘利亞動盪之際獲取更多致命性甚至非常規武器
，對以色列構成更大安全威脅。希拉里此行與以
色列就敘利亞問題進行對表，有助於雙方協調立
場，減少敘利亞局勢演變對以色列的消極影響。

希拉里此次還在以色列會見了巴勒斯坦總理
法耶茲，並同以色列領導人就巴以關係進行溝通
。希拉里重申巴以重啟談判是實現和平唯一途徑
，以方也表示 「堅定不移」地推進以巴和平進程
，但三方並未達成任何實質性共識。

求穩為上 選票第一
中東問題 「剪不斷，理還亂」，原因在於

美國。美國是中東問題的最大外部因素，幾十
年來深深地捲入其中；由於美國國內存在強大
的猶太院外集團，中東問題又與美國內政攪合
在一起。20 世紀 90 年代，克林頓政府曾經力促
中東和平進程，時任國務卿的克里斯托弗夾
個皮包，頻繁穿梭於中東，不能說沒有進展，
可惜一波三折，功虧一簣。小布什政府則深陷
於反恐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無暇過多顧
及中東和平進程。

奧巴馬甫上任，就開始展示對中東問題的
「新思維」，發表了中東政策講話，並手處理

巴以問題。但奧巴馬的政策主張同內塔尼亞胡代
表的以色列右翼集團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對立，
相互產生了隔閡，及至內塔尼亞胡趁訪美之機直
接向美國猶太裔團體喊話，對奧巴馬政府搞 「曲
線施壓」。此外，雙方對於如何應對伊朗核問題
也存在分歧。

在大選之年，奧巴馬必須小心翼翼地處理同
以色列的關係，在涉及以色列安全的重要問題上
必須向美國國內民眾特別是猶太裔選民表明自己
的積極態度。目前，奧巴馬與共和黨總統競選人

羅姆尼的民調支持率相差無幾，爭取猶太裔選民
的支持顯得尤為重要。很明顯，羅姆尼也看到了
這一點，正在籌劃對以色列進行訪問。

而奧巴馬先後派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尼
隆和希拉里訪問以色列，國防部長帕內塔也即將
到訪，美國負責外交和安全事務官員如此接踵訪
以，表面上是商談涉及以色列和美國的地區安全
事務，但真實用意是展示奧巴馬政府對以色列的
安全承諾，藉此鞏固甚至擴大美國猶太集團和選
民的支持。

現在距離11月大選只有不到4個月時間，希
拉里此次以色列之行涉及到的四大問題，在短時
期內沒有一個能取得進展，足以讓奧巴馬在選舉
中可以作為資本進行炫耀。在此情況下，盡可能
避免上述問題嚴重惡化、以色列安全環境進一
步複雜化、美國內出現外交政策大辯論，便是
奧巴馬政府的首選。可以預計，美國下階段
將會加強與以色列和有關國家的協調，
力避埃以形成對立、巴以出現攤牌，
避免過早捲入對敘利亞和伊朗
的軍事干預。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十八日電】童
增申請租賃釣魚島能否實現目前還未可知，但
「民間反日運動領袖」的保釣行動已經引起熱

議。全國政協委員、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專家委
員會委員林嘉騋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中國應支持民間渠道維護國家主權的行為。個
人申請租賃釣魚島從民間保釣行動的積極性上
值得鼓勵。至於此申請是否批覆，國家海洋局
還要具體進行研究。

林嘉騋指出，中國擁有 6500 多個海島，絕
大多數無人居住。從海島資源開發和保護的角度
來看，目前政府大多從外交渠道對南海爭端提出
抗議、異議，而民間力量在這過程中並沒有發揮
出足夠大的作用。他認為，應該整合社會力量，
特別是民間組織、愛國人士的力量來保護和開發

海島。愛國人士申請提出租賃釣魚島值得鼓勵。
他說， 「日本議員可以提出登島，我們也可

以組織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到島上走一走；日本
組織島上的釣魚活動，我們也可以讓漁船到釣魚
島周邊打漁，包括到海南漁船集體到南海捕魚，
這樣的行為都值得讚賞。」這些民間力量的行動
都是在積極顯示主權的信號。

於此同時，林嘉騋稱，雖然國內法律規定無
人島的管理權歸屬於海洋局，但個人租賃進行旅
遊開發，就像日本提出收購釣魚島一樣，實現起
來具有一定難度，因為日本已經在釣魚島的日常
管控中佔據了主動權。他說，我們過去表現得太
軟弱，喪失了很多爭取主動的機會。所以在南沙
群島、西沙群島的問題上，未來應更積極的爭取
主動權。

政府應鼓勵民間保釣專家解讀

7月18日上午，童增在自己的微博上展示了發給國家海洋局的郵
遞單。他以自己個人名下中祥投資公司的名義，向國家海洋局海島管
理辦公室提交了相關申請。童增介紹說，自己正在從財務管理、管理
團隊、經營模式、實際操作等多個方面草擬一個租賃釣魚島的可行性
報告。

「為政府提供一個思路」
根據國家海洋局、民政部和解放軍總參謀部在 2003 年 7 月聯合

頒布的《無居民海島保護與利用管理規定》，法人單位以及個人都可
申請開發利用無居民海島。根據規定，申請者需要提交利用申請書、
資格證明、利用方案和保護方案等相關材料，申請批准之後，將會由
批准機關下達《無居民海島利用批准書》。

童增認為，釣魚島從中國國內法律來講屬於無居民海島，可以進
行租賃。他說，釣魚島的風光非常美，租下來之後可以進行攝影、旅
遊資源開發等一系列活動。這是一項純經營性的活動，希望國家海洋
局能夠接受申請。

同時，他表明， 「其實主要就是給政府提供一個思路。我們想
讓國人更加了解釣魚島的美好風光，增強公民的愛國意識。同時也
讓全世界知道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這對保釣也有積極的意義
。」

此外，童增也在同國家旅遊局溝通，並申請從浙江舟山或福
建廈門程前往釣魚島的航線， 「申請航線需要具備很多的條件
，我們正在擬一個租賃釣魚島的可行性報告。」他還透露，他已
經與中國海洋攝影協會達成合作意向，將一同組織前往釣魚島採
風、旅遊。

截至發稿前，外交部和國家海洋局方面還未就童增申請租賃釣魚
島一事作出回應。

參與民間保釣逾20年
1991 年，從北京大學國際法專業研究生畢業的童增上書全國人

大，提出著名的《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的 「萬言書」。
書中，童增首次將 「戰爭賠償」與 「民間賠償」區分開來，首創性地
提出 「中國民間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業進行索賠的權利」，奠定
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法理基礎，率先發起並啟動了中國民間對日索
賠的大潮。

中國放棄國家要求日本給予戰爭損失賠償，但是中國對民間要求
賠償的動向不加限制。童增此後幫助越來越多的戰爭直接受害者或間
接受害者向日本進行索賠起訴。2003 年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在廈門
成立，童增被推選為會長。20年來，童增一直挺立在中國民間對日
索賠和民間保釣的前沿。

雖然在童增看來，租賃開發釣魚島是一項純經營性的活動，但事
實上，開發釣魚島不僅具有經濟價值，對於維護國家主權和保衛國家
安全也有重要意義──一些海洋法專家認為，對有爭議的海島，既然
中國擁有主權，就要在實際開發利用中顯示中國的存在。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十八日電】中國民間保
釣聯合會主席、號稱 「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 的民營企
業家童增，以名下投資公司名義，正式向國家海洋局海
島管理辦公室提出申請，希望租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進行旅遊開發活動。外交部和國家海洋局暫未對事件作
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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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18日上午在自己的微博上展示以名下公司向國
家海洋局租用釣魚島的申請 互聯網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18日被授予
元帥稱號 路透社

▲▼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主席童
增正式向國家海洋局申請租賃釣
魚島（下圖），開發旅遊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