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果影響全球油價及外交

韓導彈增射程覆蓋朝鮮

委國大選 查韋斯迎強敵【本報訊】據新華社馬尼拉7日消息：菲律賓總統阿基
諾三世7日宣布，該國最大的反政府武裝、穆斯林叛軍 「摩
洛伊斯蘭解放陣線」（摩伊解）已與政府就在南部棉蘭老地
區結束長達數十年的武裝衝突、實現和平達成一項框架
協議。

阿基諾三世說，雙方的談判代表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
的和談取得了突破，為在天主教徒佔人口多數的南部地區建
立一個新的由穆斯林管理的政治實體制訂了 「路線圖」，這
個政治實體將被稱作 「邦薩摩洛」，它將取代現有的穆斯林
棉蘭老自治區。

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國家政府將繼續行使防務、安全
、外交、金融等權力，菲律賓仍然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
「邦薩摩洛」菲律賓人將享有公平和平等的納稅、收入權利

及其他國家財富。
據悉，菲政府和 「摩伊解」談判代表將於15日在馬尼

拉正式簽署這項和平框架協議。
「摩伊解」是菲律賓最大的反政府武裝力量，現有成員

約1.18萬人，自上世紀70年代末成立以來一直謀求在棉蘭
老地區建立自治政府，長達40年的武裝衝突至少導致12萬
人死亡。

菲政府與穆斯林叛軍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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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韓聯社、法新社首
爾7日消息：韓國政府7日宣布，韓國
與美國達成協議，將彈道導彈系統的射
程增加兩倍至800公里。這一射程足以
覆蓋整個朝鮮，甚至可達到中國東北及
日本的部分地區。

根據韓美最新簽訂的《新導彈政策
宣言》，韓國彈道導彈的射程將由目前
的 300 公里大幅增至 800 公里，彈頭重
量保持在500公斤。若射程縮小，則允
許增加彈頭重量。此外，航程300公里
以上無人機的承載量也會由500公斤增
至5.2公噸。

這是韓美時隔 11 年首次修改導彈

協議。新協議意味未來韓國導彈不僅可
以覆蓋朝鮮整個國境，同時也對中國東
北、日本部分地區構成威脅。

朝鮮在 2006 年開發了能攻擊美國
阿拉斯加州的大浦洞二號導彈，初步擁
有了核彈頭搭載技術。但是，根據
2001 年簽署的韓美導彈協定，到目前
為止，韓國彈道導彈射程距離卻一直沒
有獲得延長。為此，從去年1月開始，
韓國政府與美國就修改導彈協定問題進
行了協商，最終達成了上述協議。

分析人士警告說，韓美的新協議有
可能加速亞洲東北地區的軍備競賽，朝
鮮也有可能以此作為抵抗國際社會壓力

的擋箭牌。

駐日美軍停用監華舊雷達
另據日本共同社報道，位於日本青

森縣三澤市的駐日美軍三澤基地第 35
戰鬥航空團6日透露，該基地自1965年
起用的巨型雷達天線網（俗稱「象欄」）
，因設備老化將於年內停用。

「象欄」巨型雷達天線網自 1965
年起用時是為了監聽前蘇聯、中國等遠
東地區的無線電通訊。由於設備老化，
該天線網停用後將被解體撤除，但施工
日期尚未確定。

二戰以後，駐日美軍在三沢基地和
沖繩縣讀谷村楚邊通信所設立 「象欄」
，其中楚邊的 「象欄」已在 2007 年拆
除，三澤基地的天線網是目前日本國內
僅存的 「象欄」。

該基地就停用理由稱，巨型短波無
線天線的必要性降低，而要管理 60 年
代技術建造的巨大設施，維護管理費越
發昂貴。

【本報訊】據法新社6日消息：儘管在首場總統
辯論中表現遠不如對手，美國總統奧巴馬競選團隊6
日宣布，奧巴馬與民主黨9月共募集1.81億美元（約
合港幣14億元）政治捐款，創下2012年美國大選迄
今為止最高單月籌款紀錄，對奧巴馬爭取連任是一大
激勵。不過多個民調顯示，羅姆尼的支持率有不斷攀
升的趨勢。

奧巴馬競選陣營表示，奧巴馬與民主黨全國委員
會9月份總共收到180多萬人的捐款，超過56.7萬人
是首次作出政治捐款。平均捐贈金額為53美元，98%
的捐款都是少於250美元的小額捐款，顯示奧巴馬獲
得草根的廣泛支持。

這是奧巴馬展開 2012 年競選活動以來，募得政
治現金最多的一個月。這意味着奧巴馬將有充分資金
可以在選戰倒數之際，展開廣告攻勢。

部分民調羅姆尼反超
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暫未公布9月募款數字，但

他在9月份選情低迷，預計其募款數額會更低。不過
，羅姆尼獲得許多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支持，可向富

裕捐贈者與企業籌款。
雖然奧巴馬競選團隊近日連番接獲好消息，包括

上周公布的最新失業率報告顯示美國失業率降至
7.8%，是奧巴馬上任以來失業率首次降到 8%以下，
但是最新民調消息卻對羅姆尼有利，所以奧巴馬能否
抓住機會保持領先，仍是未知之數。

首場總統辯論過後，奧巴馬與羅姆尼之間的支持
率差距開始縮窄。《拉斯穆森報告》的最新追蹤民調更
顯示，羅姆尼在全國的支持率有49%，反超奧巴馬的
47%支持率2個百分點，為奧巴馬的選情敲響警號。

在其他民調方面，路透社調查指出，在有可能投
票選民當中，奧巴馬仍然領先，僅以47%領先羅姆尼
的45%。蓋洛普的每日追蹤民調，奧巴馬的領先優勢
收窄，僅以49%領先對方的46%，相距僅3%。有不少
中間選民轉為支持羅姆尼。

小奧夫婦甜蜜撐枱腳
另訊，由於首場總統辯論與結婚紀念恰好在同一

天，奧巴馬經過辯論失利和之後風塵僕僕的拉票活
動後，周六忙裡偷閒，和愛妻米歇爾到華盛頓著名的

波旁牛扒餐廳用餐，補祝結婚20周年紀念。
這間牛扒餐廳位於喬治城著名的四季酒店內，除

了馳名的牛油煎扒外，還有經典的海鮮和家禽菜式，
也有美式巨型漢堡包和法式炸薯條。不過，餐廳的大
多菜式和米歇爾提倡、以蔬果為主的健康飲食背道而
馳。

奧巴馬9月籌款14億創紀錄

與美時隔11年首改協議

當地時間上午6時不到，各地的投
票站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隊，投票計劃於
下午6時結束。但根據委國法律，即使
到了截止時間，還是要等所有排隊選民
投票完成才宣布結束。選舉委員會將在
隨後幾個小時內公布初步結果。

中間派選民左右結果
為了保證選舉的安全和秩序，當局

已經調動近14萬兵力部署在全國13810
個投票站。據該選舉委員會介紹，委內
瑞拉現時採取先進的電子自動化選舉系
統技術，效率高且安全，基本可杜絕舞
弊現象。

與查韋斯的強烈個人風格不同，40
歲的反對黨候選人卡普里萊斯在競選中
一直保持相對低調。而從今年選前的民
調結果來看，最近幾個月來卡普里萊
斯的支持率持續增加，和查韋斯之間
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在 2006 年的大
選中，查韋斯以超過60%的得票率成功
連任。

委內瑞拉總統的任期6年為一任，
新總統任期為 2013 年至 2019 年。委內
瑞拉專家認為，大選結果可能雙方差距
很小。卡普里萊斯如要勝出，關鍵是要
爭取中間選民支持。目前仍有約10%的
中間派選民沒有最後拿定主意，他們很
可能成為決定大選結果的力量。

6日晚，查韋斯在總統府的選前記
者會上呼籲各方尊重選舉結果，說 「我
要求不論來自左派、右派或中間派的政

治人士在心理上準備好接受明天的選舉
結果。」選民則擔心，由於參選雙方互
不信任情緒嚴重，有可能會因為選舉結
果出現衝突。

查韋斯健康成隱憂
因為兩人的政治理念大相徑庭，本

次大選牽動着各方的心，預計將影響全
球石油價格和外交方向。

委內瑞拉已超越沙特阿拉伯成為全
球第一大石油儲備國。大選結果將影響
石油開發權和全球油價走勢。如果查韋
斯獲勝，他承諾提高石油出口量，加大
向亞洲地區的石油輸出量，減少對美國
市場的依賴。

卡普里萊斯則認為委內瑞拉國營石
油公司仍要在政府監督之下，但是要重
新思考和處理管理方式。卡普里萊斯也
希望在委內瑞拉推廣巴西那套既尊重私
人企業又有穩健社會福利計劃的模式，
改善該國通脹嚴重的問題。

另外，查韋斯一向以 「反美鬥士」
形象出現。他曾公開稱美國前總統小布
什為 「惡魔」，與古巴關係密切，又大
力支持伊朗總統內賈德和白俄羅斯總統
盧卡申科，因此親美派和反美派都密切
注視本次大選的結果。卡普里萊斯則認
為比較親美，如果當選，委內瑞拉可能
會與美國改善關係。

不過，查韋斯近年患上癌症，健康
成隱憂，如果他在當選之後癌症復發，
其方案就會遭到重大打擊。

委內瑞拉總統候選人簡介
58歲，畢業於委內瑞拉軍

事學院，並被授予軍事科學和
藝術碩士學位。他於1982年創
建了 「玻利瓦爾革命運動」，
並於1997年創建了 「第五共和
國運動」。1998年，查韋斯作
為左翼競選聯盟 「愛國中心」
的候選人參加大選，並當選總
統。2000年，查韋斯在根據新
憲法重新舉行的大選中再次當
選總統。2006年獲得連任。查
韋斯在2011年被診斷出骨盆位
置出現癌症，經過多次化療和
手術之後，他宣布自己痊愈。

40 歲，綽號 「瘦子」，出
生於委內瑞拉一個上流社會家庭
，父母為猶太人。1990 年，卡
普里萊斯和其他人創立了右翼的
正義第一黨。他年僅 26 歲就當
選國會議員。1999年1月起，他
出任國會副主席兼眾議院議長，
是該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眾議院議
長。2000 年他出任米蘭達州州
長。在2月份舉行的反對黨內初
選中，他以63%的高得票率成為
唯一候選人。他公開讚揚巴西前
總統盧拉一邊大力支持商業發展
，一邊資助窮人的政策。 卡普里萊斯

（新華社、美聯社）

查韋斯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美聯社、新華社、中新社7日消息
：南美石油大國委內瑞拉的1900萬選民，7日投票選出新總統。
力爭連任的現任總統查韋斯，面臨反對黨候選人、 「70後」 米蘭
達州長恩里克．卡普里萊斯的強力挑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查
韋斯支持率領先，但與卡普里萊斯之間的差距在縮小。有分析認
為，大選結果可能對全球石油價格和外交產生重大影響。

■

▲3日總統大選首場辯論結束之後，奧巴馬親吻妻
子米歇爾 法新社

▶ 2008年，
韓國展示射
程為 180 公
里的地對地
導彈

資料圖片

▲7日早上，大批委內瑞拉民眾等候票站開門，為總統大選投票 美聯社

■

■

美大學校警擊斃裸體新生
【本報訊】據美聯社 7 日消息：美國一名 18 歲大學新

生赤身露體，現身南阿拉巴馬大學校園，被指不聽命令，行
為失常，最終遭校警射殺。

死者的朋友和家人不解，何以校警竟然動用致命武器對
付大學新生。

校方稱，校警於周六凌晨 1 時 23 分聽到大學警務室的
門窗有聲響，校警出外調查，看到一名身材魁梧裸體的男子
行為古怪。

學校其後查明死者名科勒，他反覆衝向前，出言刺激校
警，作勢攻擊。校警取出武器，命令科勒不要動，並數度向
後退，但對方不斷衝前出言威脅，校警對他開了一槍，擊中
他的胸口。他倒地，但接着起身，進一步挑釁，然後又再次
倒地、斷氣。

科勒的母親說，不明白兒子遭槍擊時的舉動。她說，兒
子重135磅，高5呎7吋，有摔角手的身材，為校隊摔角代
表。

大學表示，校警已聯繫地區檢察官要求進行調查，莫比
爾郡警方將給予協助。

美藥品污染致腦膜炎7死
【本報訊】據美聯社6日消息：美國麻省一間藥廠生產

、用來治療背痛的類固醇注射劑引起腦膜炎，再多兩名病人
不治，令死亡人數增至7人。香港衛生署表示，有關產品沒
有在港註冊。

在美國，最少九個州份至今共收到65宗注射後不適的
報告。資料顯示，有關的類固醇曾運到23個州的76間醫療
設施使用，可能有多達數千人接受注射。所有感染者都因為
背痛而接受類固醇注射治療。

聯邦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已確定馬薩諸塞州的藥
房就是涉嫌感染傳播的類固醇製劑的供貨商，提醒所有醫生
不要使用任何來自該州藥房的藥品。

腦膜炎是由細菌、病毒、真菌等引起的腦膜或腦脊膜被
感染的疾病。病情嚴重時如果治療不及時，可能會在數小時
內致人死亡或造成永久性的腦損傷。

此次疫情的患者在接受注射後4周內可能出現嚴重頭痛
、發燒、噁心、平衡困難、言語不清等徵狀。醫生敦促過去
數月接受過此種止痛藥物注射的病人求醫。

本田美歐召回49萬問題車

【本報訊】據美聯社 6 日消息：日本本田汽車公司的
CRV運動型多功能汽車（見圖），車門構造有缺陷，在美
國及歐洲共召回近49萬輛進行維修。

本田汽車和美國國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日宣布
，將召修2002 年至2006 年出廠的27萬輛2CR-V跨界休旅
車，原因是駕駛座車門的電動開關有熔毀起火之虞。歐洲涉
事車輛則有約22萬輛。

本田公司表示，雨水或是其他液體可能從打開的駕駛座
車窗滲入，導致車門上的主開關損毀，假使進水的情況發生
，開關可能過熱熔毀，引發火災。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召
修之前，車主應將車停在室外，以避免火災造成財產損失，
即使是在熄火及停車的狀態下，仍有可能起火。

本田稱，已接獲多起着火通報，不過沒有人受傷，也沒
有因為這項問題引起車禍。本田將從下個月開始聯繫車主，
免費維修車輛。

▲大批軍警在票站外維持秩序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