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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僑團參與 日領館前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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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19日電】
美國當地時間19日，千餘名紐約地區
華僑華人在日本駐紐約總領館外舉行大
規模反日示威抗議。現場除了老一輩保
釣人士外，也可看到不少年輕面孔，人
們齊聲高喊口號，揮舞着標語和五星紅
旗，表達捍衛釣魚島領土主權的堅定決
心。

當天的活動由美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和紐約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發起，動員全部212個僑團
，示威地點在曼哈頓中城的日本駐紐約總領館門
前，有一千多名華人華僑參與。

不少華僑華人當天很早就趕到日本領館，拿
出標語牌和橫幅，高呼口號。標語牌的中英文內
容主要為 「釣魚島是中國領土不容侵犯」等，也
有 「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字句。

上午約 11 點左右，在美東華人社團聯合總
會共同主席梁冠軍以及各社團負責人的率領下，
上千示威人群在日本駐紐約領事館樓下高呼 「釣
魚台是中國的」等口號，並力圖向日本領事館遞
交抗議書。

雖然示威人數眾多，持續時間較長，但參與
示威的華僑華人井然有序，僑領也注意維持秩序
。在日本領館外，只有兩三名警察在監督示威過
程。警方僅在集會結束後，示威者試圖燒毀日本
國旗時才插手制止，將群眾勸離。日本領館並無
人出面干預示威，也無人回應華僑華人的訴求。

美東近年最大保釣示威
由於當天的示威由美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發

起，僑團紛紛積極響應，充分體現了廣大僑胞的
滿腔愛國熱情。大家自發唱起中國國歌，唱了一
遍又一遍，場面令人動容。

76 歲的老華人林耀坤除了帶領上百人高呼
英文口號，還散發有關釣魚島問題的傳單，幫助
大家了解釣魚島屬於中國領土的歷史背景，消除
部分美國民眾因不了解背景而產生誤解。

示威活動的主要組織者、美東華人社團聯合
總會共同主席梁冠軍說，日本近來在釣魚島問題
上動作頻頻，組織這次示威抗議不僅是向日方表
達華僑華人捍衛釣魚島主權的訴求，也是繼承老
一輩 「保釣」運動的愛國精神、弘揚華人僑團的
愛國傳統，表明愛國華僑華人堅定維護中國政府
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

梁冠軍透露，這次示威抗議規模空前，而且

在很短時間內發動了美東地區各界華僑華人前來
參與。他說，這也是近年來美東地區規模最大的
保釣示威，而且比 2010 年的紐約千人反日示威
規模還要大。

老中青三代同仇敵愾
福建同鄉會主席鄭祺說， 「保釣」運動繼續

發揚光大需要年輕一代的支持，因而僑團也特別
動員了青年人前來參加。現場看到，多數在現場
的華僑華人正值壯年，不過老僑胞的人數依然不
少。

在當天的示威隊伍中也出現了最早一批保釣
人的身影。1971 年在紐約華人興起了保釣運動
，現任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的花俊雄就
是最早參與保釣運動的人士之一。71 歲的花俊
雄對當天的示威抗議活動很滿意，認為達到了預
期目的。他說，這次示威抗議，展現出華僑華人
對日方 「購島」鬧劇的同仇敵愾，以及對日本右
翼勢力野心的警惕，凝聚了美東各大僑團的力量
，成功殊為不易。

花俊雄說，40 多年前 「保釣」運動在美國
發起，現在有這麼多人前來參與相關的抗議示威
，無疑昭示着未來的 「保釣」運動後繼有人。他
並呼籲，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今後要繼續為保衛
釣魚島的領土主權而攜手努力。

■美眾院通過國防預算

簡訊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日內瓦、路透社安
曼20日消息：聯合國難民機構20日表示，在過
去的 48 小時裡，高達 3 萬名敘利亞民眾逃至黎
巴嫩。

聯合國難民署發言人弗萊明表示： 「報告
稱，在過去48小時裡，成千上萬的敘利亞人昨
天逃入黎巴嫩，人數介乎 8500 至 3 萬之間。民
眾繼續向約旦、土耳其等國家轉移。他們大量
湧入黎巴嫩，並有越來越多的人去往伊拉克
。」

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20日表示，19日的交
火殺死了 300 多人，其中大多數都是平民，是
16個月騷亂以來死傷人數最多的。在發布這個
數字的時候，聯合國難民署對被迫逃離的敘利
亞難民以及在邊境到處轉移的民眾表達了關
注。

他說： 「隨着戰火的進一步蔓延，我非常
擔心成千上萬被迫背井離鄉的敘利亞難民。我
擔心那些陷入大馬士革暴力的平民，包括其中
廣大的伊拉克居民。」

難民署表示，今天無法提供敘利亞境內轉

移人口的具體數字，但是上周估計， 「衝突開
始以來，有100萬民眾被迫逃亡」。

反對派控制部分邊境
在敘利亞正副防長被炸死之後，反對派大

舉推進，已奪下該國一些邊境的控制權。
敘利亞鄰國伊拉克的官員證實，敘反對派

目前已控制了敘利亞與伊拉克邊境上位於敘利
亞一側的阿布卡馬爾邊檢站。該邊檢站位於中
東的一條貿易要道之上。

伊拉克政府發言人表示，敘利亞反對派至
少控制了兩國邊境上的一個重要邊檢站，其他
三個邊境站則還在敘利亞當局的控制之下。

據稱，反抗力量還聲稱控制了至少兩個重
要的通往土耳其的邊境通道。

第四名高官傷重不治
敘利亞政府軍和反對派爭奪敘利亞首都部

分地區控制權的戰鬥持續到周五，街道上屍橫
遍野。反對派還放火燒了位於大馬士革老城區
中心地帶的警察總部，當地濃煙滾滾，人員已

撤離。
總統巴沙爾在20日再次失去一名內閣要員

。在19日發生的炸彈襲擊事件中受傷的國家安
全局局長希沙姆．艾赫蒂亞爾傷重不治死亡。
這是此次襲擊中死亡的第四名敘利亞政府高
官。

【本報訊】據法新社19日消息：美國眾議院19日通過
了一項6060億美元（約46542億港元）的國防預算法案。但
該法案所需資金超出了預算限額，將面臨被白宮否決的危險
，理由就是未能有效控制支出。

該法案將從 10 月 1 日的新財年開始，向五角大樓提供
5180億美元的資金，另向美國海外應急行動提供885億美元
，尤其針對阿富汗戰爭和反恐行動。

2013國防開支法案最初規定的資金數額是5190億美元
，比2012年多10億美元。但是在最終投票前，議員們做出
了一個驚人決定，批准修改金額，從而讓最終數字躍升 70
億美元。此數額大約比總統奧巴馬要求的高出20億，比去
年預算控制法案設定的限額高80億。眾議院19日以326比
90的票數通過了這個法案。

【本報訊】綜合日本共同社、環球網19日報道：最先提
出 「購買」釣魚島說法的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19日舉
行記者會，就日本中央政府擬暫時擱置東京都計劃近期提交
的釣魚島 「登島」申請一事批評稱， 「我想聽聽中央政府予
以阻止的理由」。

石原慎太郎在18日公開表示，將在本周內以東京都名義
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 「登陸」釣魚島的申請。日本媒體18日
援引日政府相關人士消息透露，如果東京都政府提出 「登島
」申請，中央政府考慮暫時將其擱置，不予以批准，並已將
這一意向告知島嶼 「私人所有者」。

石原說： 「我想聽聽中央政府有什麼理由可以阻止地方
政府與民間人士進行商業交易。即使上訴法庭也要聽一聽。
」石原同時指出，不知中央政府為何還不允許 「登島」測量
， 「這不是法治國家的做法」。 「登島」測量是 「購島」的
重要前提之一。有報道認為，此番發言意在對中央政府的處
理方式形成制約。

「所有者」 稱盡快 「賣島」
另外，釣魚島的土地權 「所有者」的弟弟栗原弘行

（見圓圖）20日在東京的駐日外國記者協會舉行記者會，對
東京都政府登島調查表示贊成，並否認了直接把島出售給日
本政府的可能性。

栗原同時表示： 「如果國家購島，中國的巡邏船可能就
會進入尖閣諸島（即釣魚島）的領海。考慮到（兩國間）出
現爭執的情形，風險太大了。」他還表示，不打算放棄與東
京都的交易洽談轉為謀求把島賣給日本政府。據悉，栗原家
族現時正跟東京都商議售價，估計價格將跟明年到期的 「租
島」合約價格相同，即15億日圓（約1.47億港元）。

日擬釣島建避難港與燈塔
另據日本《讀賣新聞》20日報道，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

士證實，在 「國有化」方針實現後，為加強對釣魚島的 「實
效控制」，日本政府將出台一系列 「島嶼活用政策」，其中
包括在釣魚島修建船隻避難港以及燈塔。

除計劃在釣魚島修建避難港及燈塔外，還有其他 3 項
具體 「措施」，其中包括加強島嶼周邊海洋資源調查和開
發；調查和保護稀有動植物；保全和有效管理島嶼植被
及森林資源。此外據稱，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尋找時機，
將具體措施正式傳達給東京都政府及釣魚島 「所有者」。

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下，布朗斯維爾及其姐妹
城市馬塔莫羅斯市成為製造業青睞的地方。一些工廠
按照邊境加工廠的有關規定，充分利用美、墨兩地的
優勢和政策優惠，在美國生產，在墨西哥組裝，據統
計，現在「布─馬邊境工業區」共有120個邊境工廠。

汽車雨刷專業製造商特瑞科（TRICO），26 年
前就在該地區設廠，年生產400萬個雨刷，為全球24
個汽車製造廠提供配件服務。特瑞科 2005 年雄心勃
勃地在中國蘇州開設了一家工廠，主要是看中中國的
低成本。可是由於中國生產環境發生了變化，尤其是
運輸費用的上升改變了企業的整體布局，如今中國工
廠的職能改變為服務當地客戶，而其他客戶的需求，
仍然留在 「布─馬邊境工業區」的工廠生產。

百人智能化企業最宜回流
記者觀察發現，只要生產線智能化強度高，產品

面向歐美市場，整體用工量在一百人上下的製造業企
業，在美國找到適合的土壤生根發芽的可能性很高，
這類企業將最先回流。 「嘉靈技術」美國工廠的員工
不到一百人，生產汽車塑料配件的 「CK技術」工廠
的員工只有九十人。記者在 「CK技術」採訪時詢問
該廠的工資水平，車間經理巴特絲先生告訴記者，當

地最低時薪為五塊多美元，他指了指叉車司機說，他
的年薪是1.8萬美元，接着又指了指生產線上的員工
， 「他們的年薪大約是1.2萬到1.5萬美元。」

以生產海上石油鑽井平台聞名於世的吉寶公司
（KEPPEL）操作部副總裁克魯茲先生透露，他們當
地聘用的工程師，最低年薪只要5.5萬美元。陪同採
訪的布朗斯維爾經濟發展委員會的麗茲．加爾薩小姐
自豪地說，4.5萬美元的年薪在這兒可以過着應有盡
有的生活。據了解，當地的生活成本，只是全國平均
水平的82%。而上述數字的年薪，在紐約曼哈頓只夠
一套一居室一年的租金。

而在臨近的馬塔莫羅斯，勞動力資源更為豐富。
馬塔莫羅斯經濟發展委員會總裁愛德華多．加爾薩先
生向記者表示，當地的勞動力忠誠度高，勤勞肯幹，
轉工率低，那裡匯聚了 11 家汽車配件廠，世界著名
的汽車配件廠德爾福就在當地設廠，生產線上的焊工
的時薪只要 2.41 美元（含所有福利），而普通操作
員的時薪只有1.81美元。

在吉寶公司的裝配碼頭，記者看到了一些墨西哥
籍員工正在頂着烈日工作着。克魯茲介紹說，吉寶從
墨西哥聘請了 70 名一線工人，這些工人每天早晚往
返於美墨邊境。CK技術的執行總裁馬克．米勒透露
，前年他們在選址時考察過多個城市，最終是得州和
布朗斯維爾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以及當地經商的便利環
境，讓他們決定落戶布市。他們還收到了政府提供的

價值130萬美元的政策獎勵，以現金、減稅和培訓費
用方式提供。

美國私營火箭開發商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擬將
發射基地設在布朗斯維爾，將會給本地帶來八千萬美
元的投資，六百個直接就業機會，平均最低工資5.5
萬美元，一半以上的人工資收入高於當地平均工資水
平，非直接就業機會將達到四百個。該公司預計每年
進行十二次商業發射。當地輿論普遍認為，發射基地
的設立將直接帶動和提升美國這個最南端城市的經濟
發展，並為這個城市的未來提供廣泛的發展前景。

美墨邊境工廠充分利用勞力
本報記者 黃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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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19日消息：美國國務院19日宣布
，第17輪美中人權對話將在7月23日至24日在美國首都華
盛頓舉行。

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司長陳旭將與美國助理國務卿波斯納
分別率領各自的代表團參加本次對話。通報稱，本次為期兩
天的會議將會談及法治、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勞工權利和
其他人權問題。上一輪中美人權對話於去年4月27至28日
在北京舉行，議題涉及聯合國人權領域合作、法治、勞工權
利、言論自由等。

中美人權對話始於1990年，此後20餘年，這一外交對
話機制時斷時續，迄今已舉行了16輪。

■中美下周舉行人權對話

【本報訊】據法新社紐約 20 日
消息：聯合國安理會周五一致通過，
延長聯合國在敘利亞 30 日的監察任
務。

另據中新社報道，聯合國安理會
19 日就英國等國提交的敘利亞問題
決議草案進行表決，俄羅斯和中國對
決議草案投了否決票，決議草案未獲
通過。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大
使指出，上述決議草案存在重大缺陷
，內容不平衡，旨在單方施壓。中方
無法接受這個決議草案。

李保東稱，個別國家在發言中顛
倒黑白，對中國進行無端指責，這是
完全錯誤的和別有用心的，中方予以
堅決反對。個別國家熱衷於干涉別國
內政，煽風點火，挑撥離間，惟恐天
下不亂。

同時，李保東強調，各國主權平
等和不干涉一國內政是《聯合國憲章
》確定的處理國與國關係的基本準則
。他說，中國在敘利亞問題上沒有私
利。中方一直主張，敘利亞的前途命
運應由敘利亞人民自主決定，而不是
由外部強加；敘利亞問題只能通過政
治手段解決，軍事手段沒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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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國兩日三萬難民湧入黎國

▲大批敘利亞民眾20日提着行李穿過邊境
，進入黎巴嫩 美聯社

日政府擱置登島申請日政府擱置登島申請
石原惱羞成怒擬起訴石原惱羞成怒擬起訴

▲19日，上千名華僑華人在日本駐紐約總領
館外進行大規模保釣示威抗議活動 中新社

▲全球最大的石油鑽井平台生產商吉寶公司是布
朗斯維爾的最大僱主。圖為吉寶生產現場

本報攝

▲有華人帶領一家大小參與這次的
保釣示威活動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