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共同社、日本新聞網14日消息：日
本首相野田佳彥14日下午在神奈川縣相模灣檢閱海上自衛隊時表
示，日本的安全保障環境出現了空前未有的緊迫，要求自衛隊加
強日常訓練，並強化對領海領空的監控。

自衛隊海上大閱兵 美澳星派艦參加

美7%選民已投票 六成挺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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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網絡版13日消息：英
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13日度過87歲生日。

她當天一身招牌打扮：身穿傳統保守黨藍色套裝，配上
保持完好但已完全變成白金色的頭盔式髮型，和兒子馬克及
其妻子薩拉外出午膳慶祝。

在發表一篇有關蘇聯的典型尖刻演說過後獲綽號 「鐵娘
子」的戴卓爾夫人，這天牽着馬克夫婦的手，離開倫敦貝爾
格拉維亞區住所。3人在聖詹姆斯區一家時尚餐廳及蠔吧用
餐。

但戴卓爾夫人女兒卡羅爾未有現身。據說這兩母女關係
緊張。戴卓爾夫人過去10年曾多次中風，近年也甚少公開
露面。

友人說，戴卓爾夫人時常享受坐在客廳內她最喜歡的扶
手椅上聽古典音樂。她所愛的丈夫丹尼斯．戴卓爾爵士已於
9年前去世。

一名上周曾見到戴卓爾夫人的好友說： 「她仍然看新聞
和讀報，而且時常有話要說。」

戴卓爾慶87歲壽辰

【本報訊】據中央社 14 日消息：
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羅姆尼在多個民調中勢均力敵，但是
奧巴馬在其中一個領域似乎享有明顯
優勢：已提前投票的選民。

路透／易普索（Reuters/Ipsos）近
幾周民調結果顯示，在提前投票的選
民中，奧巴馬以 59%遙遙領先羅姆尼
（Mitt Romney）的31%。

提前投票選民樣本相對較小，但
民主黨籍總統奧巴馬取得的領先優勢
，仍大幅超過民調10 個百分點的可信
區間。可信區間是民調準確度的衡量
單位。

大選在 11 月 6 日進行，而已作出
缺席投票的選民約為7%。在2008年有
三分一選民提早投票，而今屆的比率
可能更多。

奧巴馬和羅姆尼陣營紛紛敦促支
持者踴躍投票，好讓競選團隊針對尚
未決定或需要加把勁才能獲得的選票
展開逐戶或電話催票行動。

2008 年對決共和黨籍總統候選人
麥凱恩時，提前投票對奧巴馬的勝選
至關重要，如今民主黨陣營目標在今
年複製這份成功。

路透／易普索顯示，奧巴馬團隊
的努力似乎奏效了，儘管領先幅度可
能隨着大選日接近而縮小。

奧巴馬競選團隊說，他們在艾奧
瓦州和俄亥俄州提前投票族群取得領
先，且在其他關鍵州的落後幅度也比
2008 年來得小。11 月 6 日選前幾周，
關鍵州勢必將出現愈來愈多的負面廣
告，民主黨陣營希望他們在提前投票
選民中砸下的心血，將有助於他們安
然度過負面廣告戰。

羅姆尼俄州人氣躍升
另外，羅姆尼上周總統大選辯論

表現強勢，不但有助羅姆尼的民調躍
升，造勢場合的群眾人數也增加，俄
亥俄州選情回穩。

專家和民調機構9月底都不看好羅
姆尼可以拿下俄州，但16日第二場總統
辯論前的民調顯示，他在俄州的支持度
與總統奧巴馬不相上下，或僅以些微之
差落後。辯論前，多份民調顯示奧巴馬
在俄州領先多達8個百分點，但真清晰
政治網站（RealClearPolitics.com）4日至
10日的平均民調結果顯示，奧巴馬目前
僅領先1.3個百分點。

羅姆尼 4 月獲共和黨提名以來，
至今已到俄州舉行 34 場造勢活動，3
日首場總統候選人辯論後就有11 場，
包括巴士之旅在內。

羅姆尼過去 5 天內第四度走訪俄
州，就中國政府涉嫌操縱貨幣匯率等
貿易問題，向奧巴馬政府發炮。俄州近
年備受藍領職位流失到海外低工資地
區的問題打擊，中國一直被指是眾矢
之的，但財政部日前宣布把中國是否
操控貨幣的評估報告，推遲到大選後

才發表，惹起羅姆尼陣營強烈批評。
羅姆尼的競選辦公室同時發出聲

明，指責奧巴馬未有履行承諾，在總
統四年任期內，未有認真處理中國操
控貨幣匯率的做法。

奧巴馬陣營則反駁共和黨在中國
問題上是 「口硬手軟」，形容羅姆尼
才會縱容北京違規，例如羅姆尼曾反
對奧巴馬政府向中國輪胎徵收懲罰性
關稅。

加納查非法採金 拘百餘中國人

美國人把傳統上屬於民主黨大本
營的州稱作 「藍州」，把共和黨佔優
勢的州稱作 「紅州」，而雙方勢均
力敵的州稱作 「紫州」（又稱搖擺
州）。

能夠決定選舉勝負的就是這些既
不太 「民主」也不太 「共和」的州，
兩黨幾乎傾盡全力爭奪。而 「藍州」
和 「紅州」則多數被 「遺忘」，壓根

不用擔心鹿與候選人相撞。
美國總統選舉採取 「選舉人制」

，最重要規則是 「贏者通吃」。雖是
全民普選，但選舉人票數量依各州在
國會中的議員數量而定，總共有 538
票。誰在一個州得票較多，誰就能贏
得那個州所有選舉人票。最終誰贏得
270張以上選舉人票，誰就贏得總統選
舉勝利。

這就意味着奧巴馬根本不用覬覦
得克薩斯、田納西等共和黨傳統 「票
倉」，而羅姆尼也無需惦記加州、紐
約等民主黨 「囊中物」，因為輸 1 票
和輸 100 萬票結果是一樣的，所以雙
方基本未在對手穩操勝券的州浪費時
間及金錢。

今年，除艾奧瓦外，被列入 「紫
州」的還有俄亥俄、佛羅里達、內華
達、科羅拉多、弗吉尼亞、北卡羅來
納、新罕布什爾和威斯康星。儘管這9
個州只佔全美選民總數不到四分之一
，但雙方都把幾乎全部經費和資源投
入這些州。

佛州與俄州最關鍵
在 9 個州中，佛羅里達和俄亥俄

堪稱能決定總統命運的 「上帝的左右
手」。佛羅里達州有29 張選舉人票，
是搖擺州之最，比美國西北部 7 個鐵
桿 「紅州」選舉人票總和還多 4 張。
俄亥俄有18 張選舉人票，該州歷來是
觀察選情的方向標，在過去12 次總統

大選中，但凡贏得該州的候選人，最
終都能成功入主白宮，號稱 「勝利之
匙」。

假如奧巴馬全部拿下這兩個州 47
張選票，只要 「藍州」沒造反，他便
可獲勝。

不過，形勢最初對羅姆尼十分不
利。由於今年以來他曾多次失言，特
別是貶低 47%美國人為 「寄生蟲」的
言論曝光後，他在搖擺州的選情一度
幾近崩盤。不過，在 10 月 3 日首場總
統辯論後，羅姆尼以 「哀兵」之姿出
人意料地完勝奧巴馬，使一場越來越
沒懸念的大選突然峰迴路轉。

奧巴馬陣營在經歷最難想像的夢
魘之後，70歲的拜登11日晚在與70後
的對手瑞安辯論時發動了凌厲的攻勢
，雖然氣勢上佔優，但辯風被批過於
咄咄逼人，因此雙方被認為打成平手
，一決高低的重任重新落到兩位 「一
把手」肩上，可以預料，羅奧在最後
兩場辯論中都將背水一戰。

（中新社華盛頓14日電）

得搖擺州者得白宮

【本報訊】據中通社14日消息：敘利亞通訊社14日援
引敘外交部的聲明說，由於土耳其政府禁止敘民航飛機在土
領空飛行，敘利亞政府決定採取對等原則，從14日零時起
禁止土民航飛機在敘領空飛行。土耳其則加強了土敘邊境的
軍力部署。

土耳其10日出動戰機攔截了一架從莫斯科飛往大馬士
革的敘利亞客機，使其迫降在安卡拉。機上有35名乘客和2
名機組人員。土方稱已沒收客機上的 「可疑貨物」。客機隨
後被放行。敘利亞外交部11日發表聲明，否認土耳其攔截
的敘客機裝載任何武器或者違禁商品，並要求土耳其當局歸
還被扣物品。

敘利亞禁止土民航飛機在敘領空飛行的決定，被媒體認
為是對此前土耳其攔截敘利亞客機事件的 「報復性」措施。
土耳其方面目前還沒有出台類似的針對敘利亞的禁飛命令。

俄羅斯之聲報道，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表示，飛機
上被土耳其方面滯留的物資完全是合法的。俄方當時也在飛
機上的供應商將向土耳其提出歸還這些設備的要求，因為文
件的辦理手續或貨物本身特性沒有任何違法行為。

土耳其媒體報道，土方將向位於土敘邊境的迪亞巴克爾
軍事基地增派15架戰機，同時正在調派60輛坦克馳援，使
得那一區域坦克總數超過250輛。土耳其還提高了駐地中海
海軍艦隊的戰備並向該地區增派了軍艦。

新華社評論認為，土耳其在敘利亞問題上的一系列發力
舉措與其外交戰略轉變息息相關。一直以來，由於俄羅斯等
國堅決反對，西方國家沒有在聯合國拿到軍事打擊敘利亞的
「許可證」，頗有怨言。因此，有分析人士認為，攔截客機

事件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解讀為觸摸俄羅斯的底線，為在敘境
內設立禁飛區張目。如果沒有西方和北約撐腰，安卡拉想要
獨自叫板莫斯科，多少有些不自量力。

敘禁土國民航飛領空

【本報訊】據新華社東京 14 日消息：中國人民銀
行副行長易綱 14 日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
行東京年會一場論壇上表示，人民幣國際化應由市場驅
動，央行不會主動去推動。

易綱當天在年會重點論壇 「佩爾．雅各布森講座」
上介紹了中國貨幣政策和金融改革的情況。他在回答提
問中表示，人民幣國際化應由市場機制驅動，央行沒有
相關時間表。

易綱說，中國央行所能做的是消除限制利用人民幣
的一些障礙，為人民幣與其他主要可兌換貨幣創造公平
競爭環境，讓中方的貿易夥伴和投資企業可以根據市場
需要自行選擇。

對於中國的外匯儲備，易綱表示，央行將繼續推行
外匯儲備多元化，將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繼續投資於主
要市場。他同時指出，外匯儲備並非越多越好，中國的
外匯儲備已經足夠，今後變動將取決於未來經濟發展情
況和市場條件。

易綱還指出，發達經濟體目前推行的貨幣寬鬆政策
將影響到大宗商品市場，特別是能源和原材料市場，並
將波及中國。但他表示，今年中國的居民消費價格
（CPI）水平預計不會因此受到大的影響，有望保持在
2.7%左右，今後則需密切關注農業和農產品價格以及輸
入型通脹對CPI的影響。

在回答有關中國房地產泡沫的提問時，易綱表示，
房地產是重要產業，有很長的產業鏈，也與民眾生活息
息相關，相關政策設計應謹慎，避免戲劇性變動。

IMF 和世行年會 14 日在東京閉會。易綱和財政部
副部長朱光耀共同率中方代表團與會。

易綱談人民幣國際化
由市場驅動 央行不主動推

野田佳彥14日出席了在神奈川縣
相模灣舉行的海上自衛隊閱艦式。野
田登上 「鞍馬」號護衛艦，在檢閱艦
艇的海上遊行和潛水艇下潛上浮等表
演後，進行了訓話。

野田佳彥在檢閱儀式開始前對自
衛隊發表了訓示，他表示： 「圍繞領
土和主權，各種問題正在產生。」
「不得不強調的是，我國的安全保障

環境出現了空前未有的緊迫。」
他還指示自衛隊必須準備好應對

各種狀況的發生，加強日常訓練，並
強化對領海領空的監控。 「迎接新的
時代，自衛隊的使命雖然形態有些改
變，但是重要性更為增加，可能必須
面對一些未曾經歷的緊張局面」。

野田避提釣魚島
在今年 7 月的國會答辯中，野田

首相曾表示將會根據情況出動自衛隊
參與釣魚島海域的守衛，但是在14日
下午的訓示中，他沒有點到中國和釣
魚島的名。

海上自衛隊的檢閱儀式是三年一

次，14 日有 45 艘艦艇，18 架戰鬥機
和8000名自衛隊員參加了檢閱。美國
和澳洲、新加坡三國也各派一艘艦艇
，參加了祝賀航行。

這是自2002年以來首次有外國艦
艇參加日本閱艦式。當時因紀念日本
海上自衛隊成立50周年而舉行了 「國
際閱艦式」，美國、俄羅斯等11國共
計17艘外國艦艇應邀參加。

海上保安廳的一艘巡邏船原計劃
也參加此次閱艦式，但因在尖閣諸島
（中國稱釣魚島）海域執行警戒任務
而取消參加。

日大臣承認「領土問題」
另據中央社報道，日本財務大臣

城島光力13日晚在記者會中針對釣魚
島問題導致中日關係惡化，做出 「領
土問題歸領土問題，彼此還是必須從
顧全大局的觀點來進行協商」的發言
。這個發言被認為違背了日本政府釣
魚島 「並不存在領土問題」的原則。
財務省隨後發出更正，將城島發言中
的 「領土問題」改為 「外交問題」。

美大選前瞻

▲戴卓爾夫人和兒子馬克及其妻子薩拉外出午膳
英國《星期日郵報》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14日消息：中國
駐加納大使館14日說，近日加納軍警和移民局
等執法人員和部門拘捕100 多名涉嫌非法採金
的中國公民，另有一名陳姓中國籍男子在工地
上被加納軍警開槍射擊致死。

中國駐加納大使館說，本月 10 日和 11 日
，加納聯合執法組突然行動，對該國阿散蒂省
多個區域的外國人礦區進行集中清查。11日，
在省會庫馬西附近的曼索鎮一處工地上，加執
法人員進行突襲，沒收採礦設備，抄查工棚，
造成加納本地礦工和涉嫌非法採金的中國公民
恐慌，一名中國男子在逃離時被射殺。

中國大使啟應急機制
獲知相關消息後，中國駐加納大使立即啟

動應急機制。龔建忠大使緊急約見加納外交部
副部長波多等相關加納官員，就加軍警開槍射
殺中國公民表示抗議和嚴重關切，要求加方立
即採取措施徹查此案，給予受害者家屬應有賠
償，並盡快向中方通報案件調查處理情況，保
證類似事件不再發生。加納政府對一名中國公
民死亡深表悲痛，表示高度重視中方關切，將
依法嚴肅處理，保護中國公民的安全與合法權
益，並隨時與中方保持聯繫。

隨後，使館派出兩名官員前往事發地點，
與當地執法部門進行聯繫和交涉，要求對方採
取有效措施切實保護在加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
，確保此類事件不再發生。使館官員還前往探
視在押人員。在使館交涉下，關押人員中身體
不適者及女性公民全部被保釋，死者家屬也已

被妥善安置。
今年以來，加納已發生多起涉嫌非法採金

的中國人員被捕事件。近期，加方打擊非法採
金力度不斷加強，範圍不斷擴大，行動不斷升
級。中國駐加納大使館再次提醒廣大在加中國
公民，務必遵守駐在國法律法規，提高風險防
範意識，保護自身生命財產安全。

按照加納法律，實施金礦開採必須持有加
納礦物委員會頒發的採礦權證書；外國人不允
許購買面積在25英畝以下的小型金礦開採權；
小型金礦主可以租用外國人採礦設備或者僱用
外國技術人員，但不允許外國人直接從事礦產
開採。

據彭博社報道，加納礦業商會行政總裁奧
賓日前在首都阿克拉接受訪問時說： 「中國人
的參與改變了小規模採礦（運作）的生態。他
們使用推土機、裝載機，和重型機械。他們實
際上是進行機械化的小規模採礦，因此對環境
造成很大的破壞。」▲加納的採金工人 資料圖片

◀羅姆尼
13 日在俄
亥俄州拉
票

法新社

▶在美國巴
爾的摩的國
際機場，禮
品店擺放着
以奧巴馬和
羅姆尼為造
型的公仔

法新社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向海上自
衛隊官兵敬禮 路透社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 「鞍馬」 號護
衛艦14日帶領其他軍艦接受檢閱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