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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群島

【本報訊】綜合共同社及日本新聞
網13日報道：日本自衛隊和美軍將於11
月上旬，在日本各地舉行大規模的島嶼
防衛聯合實彈軍事演習。這是日美首次
在日本國內離島舉行以收復島嶼為假定
任務的聯合演習。

假想入砂島遭入侵
據多名日美關係消息人士13日透露

，日本政府和美國政府已經決定，從 11
月上旬開始，以九州地區和沖繩列島為
中心，在全國各地舉行大規模的島嶼防
衛聯合實彈軍事演習。

日本陸上自衛隊、海上自衛隊和航
空自衛隊全體參加，美國也將以駐日美
軍為主，出動陸軍和空軍，以及海軍陸

戰隊參加，總人數將達到 1 萬餘人。此
次演習的內容包括：（1）奪島和海上
防禦作戰、空戰。（2）導彈攻擊與攔
截。（3）兵員、戰車、武器的聯合運
輸演練。

此次演習的重頭戲，將是在沖繩縣
渡名喜村附近的入砂島實施的實彈奪島
演習。該島距離沖繩縣政府所在的那霸
市西北約60公里，是一座無人島，目前
被美軍租用作為 「出砂島射爆擊場」。

日媒：中日談判蒙陰影
日本方面屆時將投入駐守在長崎市

的陸上自衛隊西部方面軍普通科連隊，
美軍將投入駐守沖繩的第31海軍陸戰隊
遠征部隊（31MEU）參加演習。這一次

演習假想入砂島遭外國軍隊佔領，日美
軍隊分乘衝鋒舟實施奪島作戰。屆時，
將出動戰鬥機和戰鬥直升機發射導彈等
進行實彈演習。

今年 9 月，日本和美國已在美屬天
寧島舉行過聯合的奪島演習。但是將一
個島嶼作為攻擊對象的實彈演習，這還
是第一次。在當前日中關係緊張的背景
下，日本政府內部也存在是否應該舉行
這一次聯合軍演的 「慎重論」，但是，
野田首相在近日最終批准了這一演習的
計劃。

日本媒體稱，日本防衛省表示 「此
次日美聯合軍演不針對特定國家」，但
無疑是考慮到了釣魚島的問題。而此次
演習將會給正在努力改善兩國關係的中
國政府帶來極大的刺激，使得中日談判
蒙上一層厚厚的陰影，也將使得中國政
府對美國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近期
「中立」表態產生極大的懷疑。

【本報訊】據英國BBC網站13日報道：日本
長崎縣等日前策劃推出了 「長崎縣國境離島」郵
票小全張，小全張襯紙上印有日本地圖，周邊標
出了日本專屬經濟區，中國的釣魚島及日韓爭議
島嶼（韓國稱獨島，日本稱竹島）也被包括在內。

日本共同網稱， 「郵票小全張襯紙上印有日
本地圖，周邊標出了日本專屬經濟區，尖閣諸島
（中國稱釣魚島）及竹島（韓國稱獨島）也被包
括在內」。此舉旨在宣傳靠近日韓國境的離島在
保護資源及領土完整方面的重要性。

目前，1000 套小全張已基本售罄，長崎縣相
關負責人表示： 「請需要的顧客盡早購買。」郵
票原定 8 月發售，但因公司擔心 「可能損害與其
他國家的關係」而有所保留，發行計劃一度中斷
，但最終於10月5日開始銷售。小全張包括10枚
80日圓的郵票，售價1200日圓。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共同社13日報道：東京電力公司12日
發布報告坦承，他們曾淡化海嘯對於福島核電廠的威脅，原因是
擔心財務負擔太大，以及政府加強監管對公司造成的負擔。

日本2011年3月發生大地震引發的海嘯，導致福島第一核電
站爆發核災。這是東電迄今最直接的坦白。外界一直批評東電企
圖逃避，不願替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核災負起責任。

報告說，在 「3．11」震災之前，東電就知道福島第一核電
站抵禦天災的能力不足，但因為預料到可能的後果，沒有採取行
動。東電在報告中說： 「擔心政府會下令電廠停止運轉，直到實
施各項措施，可以預防嚴重意外為止。」東電也擔心電站所在社
區民眾會認為電站有安全問題。這份文件說，福島核電站抵禦災
害的預防計劃不足。

東京6千人示威反核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等人發起的 「告別

核電集會」13 日在東京的日比谷公園舉行。主辦方表示，當天
約有6500人參加。

發起人之一的民生問題記者鐮田慧強調： 「去核電的行動正
以各種形式啟動開來。加強這一行動是我們的任務也是責任。」
大江贊同稱： 「反核遊行給我們帶來希望。」

57歲的小笠原厚子是電源開發公司10月起恢復開工的青森
縣大間核電站附近的土地所有者。她聲音哽咽着呼籲： 「如果發
生核事故，全體國民都將成為受害者。決不能新增哪怕一座核電
站。」大江等人正致力於收集 1000 萬人要求 「零核電」的簽名
運動。據悉，目前已收集到約810萬人的簽名。

另據，日本天皇伉儷13日早前往福島核污染區，視察距福
島第一核電站20公里的村莊，慰問災民。宮內廳發表的消息說
，即將迎來79歲生日的天皇，當天與皇后一起，搭乘東北新幹
線列車前往福島縣川內村視察，了解當地清除核塵的作業情況，
同時探望住在臨時安置房內的災民。這是 「3．11」地震發生一
年多來，天皇和皇后第二次視察福島災區。

日本媒體稱，駐外使館作為外交的基
礎之一，主張對釣魚島（日本稱 「尖閣諸
島」）擁有主權的中國在數量上超過日本
，日本力圖以此挽回局面。

2015年度末增至150個
報道稱，截至今年 2 月，中國有 164

個駐外使館，遠超日本的134個。特別是
在非洲地區的外交，日本落後於中國。日
中因釣魚島問題對立，外務省考慮應立足
於駐外使館，向各國說明日本政府的立場
，因此增設使館非常必要。

日本計劃到 2015 年度末之前將駐外
使館數量增至150個，與世界主要國家持
平。計劃於 2013 年度增加的使館還包括
北歐的冰島、南太平洋的所羅門和前蘇聯
解體後獨立的亞美尼亞。外務省將把該項
預算加進概算要求中，正在同財務省等進
行協商。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去年7月從
蘇丹獨立出來的南蘇丹，將成為日本和中
國展開資源外交競爭的 「新的主戰場」，
亞美尼亞也是資源國。而在冰島，中國為
確保北極圈航線和資源已向該國展開外交
攻勢。

稱不丹設使館可制華
另有日本外交人士指出，不丹和所羅

門尚未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因而對日本
來說在這兩個國家新設使館意義重大。事
實上，早在今年6月，日本外務省就決定

在不丹開設大使館。
有日本媒體稱，從不丹所處地理位置

上來看，日本在該國開設大使館還有利於
牽制中國。因為不丹與中國國境相連，就
在喜馬拉雅山上。新設的日本大使館包括
常駐大使在內共有5到6人規模。與之相
呼應，不丹也擬在日本開設大使館。

據日本外務省公布的情報，目前不丹
與包括日本、澳洲在內的共 30 多個國家
建立了外交關係。其中只有印度、孟加拉
國、科威特三個國家在不丹設有駐外使館
。不丹和中國、美國、俄羅斯都沒有建立
外交關係。

崔天凱：日忽視史實無用
另據報道，近日有部分日本高官否認

中日兩國前領導人在釣魚島問題上曾達成
過 「擱置爭議」的共識。對此，中國外交
部副部長崔天凱 12 日在莫斯科表示，兩
國領導人曾就釣魚島問題達成 「擱置爭議
」的共識，這是歷史的事實，是有史料記
載的。無視這一事實，採取 「鴕鳥政策」
是沒有用處的。

崔天凱說，日方挑起爭端、否認雙方
客觀存在的爭議，不僅損害兩國關係，亦
對日本長遠利益沒有好處。想通過否認事
實的手法來否認中國對於釣魚島的領土主
權，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這種企圖過去
沒有得逞，今後也不會得逞。中方希望日本
方面要正視歷史，正視現實，認認真真地與
中方來磋商談判，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本報訊】綜合美國《赫芬頓郵報》
及法新社13日報道：主辦美國總統大選辯
論的跨黨派機構總統辯論委員會12日宣布
，10月22日奧巴馬和羅姆尼就外交政策舉
行第三場辯論時， 「中國的崛起與明日世
界」將是其中一大主題。

提前公布主題被質疑
總統辯論委員會當日在其官網通告，

22 日辯論的主持人——美國哥倫比亞廣播
公司資深主播鮑勃．希弗為辯論擬定五大
主題（不排除根據形勢發展做出調整），
其中一項為 「中國的崛起和明日的世界」
。其餘四個主題分別是：美國的全球角色
；美國最漫長的戰爭——阿富汗和巴基斯
坦；紅線——以色列和伊朗；中東變遷與
恐怖主義新面孔。

按照總統辯論委員會的安排，10月22
日的辯論將在佛羅里達州博卡拉頓市舉行，
側重美國外交政策，這也是今年美國大選最
後一場總統辯論。屆時辯論將於美國東部
時間22日晚9時開始，共持續90分鐘。奧
巴馬和羅姆尼將圍繞五大主題展開論辯，
並回答主持人鮑勃．希弗提出的問題。

這是本次美國大選三次辯論中，唯一
一個提前公開主題的一次。這種做法也受

到部分團體質疑，他們認為總統候選人不
管遇到什麼主題，都應該是有備而來的。

奧營辦公室遭槍擊
另外，奧巴馬位於科羅拉多州丹佛的

競選辦公室12日夜間遭槍擊，無人受傷。
該事件對奧巴馬選情的影響尚待觀察。

據丹佛市警方說，事發當時，有奧巴
馬競選團隊的成員正在辦公室裡，但沒有
造成人員傷亡，有一扇窗戶破碎。據當地

警方說，目前調查人員正在察看監控錄像
，調查是否有一輛汽車牽涉其中。

警方說，事件中有人由街外向總部開
了一槍。當局並無收過競選辦事處遭恐嚇
的報告，但會循各種方向調查。警方暫未
拘捕任何人。槍擊事件發生時，奧巴馬身
在華盛頓。奧巴馬陣營暫時未回應事件。

美國大選進入終極對決階段，奧巴馬
的連任之路充滿變數。政治分析人士正在
觀察這一場槍擊案對奧巴馬選情的影響。

日美下月奪島實彈軍演

力銷釣島主張 爭奪國際陣地

日擬增設駐外使館抗華
【本報訊】綜合共同社及新華社12日消息：日本外務省12日初步

決定，為加強政府的對外宣傳力度，決定2013年度在不丹和南蘇丹等5
個國家新設大使館。

美大選終辯 主題中國崛起

東電終認錯 核災本可避免

日日郵票將釣島劃入經濟區郵票將釣島劃入經濟區

【本報訊】據法新社開羅 12 日
消息：埃及總統穆爾西的數千名支持
者與反對者，當地時間 12 日晚在首
都開羅的解放廣場爆發激烈衝突，造
成至少110人受傷。

作為穆巴拉克下台以後的第一位
民選總統，很多埃及民眾都寄望穆爾
西能帶領埃及走出困境。但穆爾西 3
天前才迎來執政 100 天，其支持者和
反對者就如此涇渭分明。

當晚，數千名示威者分成兩個陣
營聚集在解放廣場周圍，其中一方揮
舞着支持總統穆爾西和穆斯林兄弟會
的標語，要求重新審判涉嫌在去年攻
擊示威者的前政權高官，並支持穆爾
西前一日下達的解除埃及總檢察長阿
卜杜勒．馬吉德．馬哈茂德職務的決

定；另一方則高喊反對穆爾西和穆兄
會的口號，要求再次解散制憲委員會
，制定體現公平、正義的憲法。

兩派示威者因意見不合發生口角
，隨後爆發肢體衝突，並互擲石塊、
燃燒瓶等器物，解放廣場周圍的交通
陷入癱瘓，附近的立交橋下有兩輛汽
車被焚後燃起大火。截至目前已有數
百人在衝突中受傷，110 人被送往醫
院，大部分為頭部受傷。這是穆爾西
上台以來埃及爆發的最嚴重暴力衝突
之一，反映出埃及政壇各派在制定新
憲法、界定前政權與司法權關係的議
題上爭執不休。

周六，埃及總檢察長馬哈茂德在
嚴密的警戒下繼續工作。兩天前，穆
爾西解除了馬哈茂德的職位。此前，

馬哈茂德將 40 多
名忠於前總統穆
巴拉克的高層人
員無罪釋放。這
些人被控在去年
的反政府運動中
謀劃針對抗議者
的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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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美軍和日本自衛隊士兵在關島舉行登島演習 資料圖片

▲日本長崎縣發行的郵票將釣
魚島劃入專屬經濟區 互聯網 ▲13日在東京，日本民眾舉行反核示威 法新社

▲美國總統
奧巴馬在丹
佛的競選辦
公室 12 日
晚遭到槍擊

美聯社

▲ 一名埃及總統
穆爾西的支持者
12日在開羅解放
廣場的衝突中受
傷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