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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 15 日消息：美國國
際戰略問題研究所（CSIS）15 日發表報告指
出，亞洲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軍費，十年間增
加了一倍。與十年前相比，亞洲國家的兵力
規模沒有太大變化，而國防費用支出截至
2011年增加到2240億美元。

這項研究針對中國、日本、印度、韓國
及台灣等國家和地區進行，上述地區的國防
費用佔亞洲國防預算的87%。中國正式公開的
國防費用為 899 億美元（2011 年），比 2000
年增加了 3 倍，其中研發費用從 73 億美元增
加到258億美元。

在這5個國家和地區國防預算中，中國的

佔比從 2000 年的 20%升至 2011 年的 40%。日
本從 2000 年的 400 億美元增加到 2011 年 582
億美元，增加 45.5%。印度達到 370 億美元，
按年增加 47.6%。韓國國防投資從 2000 年的
170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90億美元，增幅
為70.6%。台灣從80億美元增加到100億美元
，增幅為25%。

從一名軍人平均費用來看，2011 年日本
達到 23.8 萬美元，是人均費用最多的國家。
亞洲過去五年軍費增長加快，預示着未來數
年該地區軍費將顯著增長，印度、日本和韓
國都在購買先進戰鬥機。但未來的軍費開支
將取決於政治與經濟環境。

必勝客借辯論抽水挨轟
【本報訊】據美聯社紐約 15

日消息：美國大選總統候選人第
二 次 辯 論 會 以 「市 政 會 議 」
（Town Hall）的形式舉行，屆時
現場觀眾將可向總統奧巴馬與共
和黨候選人羅姆尼提問。而必勝
客（Pizzahut）就趁這個機會推出
一項另類宣傳噱頭，結果遭到全
美網上博客和各家媒體的圍剿，
批評該公司利用大選效應。

必勝客此前向全美民眾推出
一項挑戰，即任何人只要在 16 日
的辯論直播過程中，向兩位總統
候選人成功提出： 「吃披薩選香
腸口味還是意大利辣香腸口味？
」的問題，即可贏得在未來 30 年
內每周免費吃一個必勝客披薩，
或是一次性獲得 1.56 萬美元的獎
勵。

這一宣傳策略上周一推出，
讓必勝客成為全美的笑柄。美國
著名脫口秀《科爾伯特報告》的
節目中，主持人科爾伯特就說：
「在美國總統大選過程中進行置

入性行銷，還能有比這更美國範
兒的做法嗎？」科爾伯特說，向

得獎者每周提供一個免費披薩的
做法意味着， 「如果你每周都吃
一個必勝客披薩的話，你在 30 年
內就會死掉。」

摑客網也報道了這一宣傳噱
頭，新聞標題是 「想要吃一世的
免費必勝客披薩嗎？只要在現場
直播的電視節目中，嘲諷一下美
國民主制度就好了。」該網站稱
，所有參與者所要做的就是 「在
直播的電視節目上，在美國總統
和所有的美國人面前，讓自己出
醜。」

因而必勝客 15 日宣布，公司
決定在網上推行新一輪的宣傳活
動，即是隨機選出兩位幸運兒，
為其提供一輩子的免費披薩。

必勝客表示，如果有人成功
在辯論直播過程中問了這個問題
，就會兌現承諾。但仍然鼓勵所
有人加入全新的網上活動。必勝
客公司發言人泰菲爾表示，關於
此次的宣傳手法，公司收到的反
饋大多數都是正面的。他認為將
宣傳陣地轉向網絡是 「競選活動
自然發展的結果」。

為大使遇刺案擔責為大使遇刺案擔責

【本報訊】據中新社華盛頓 15 日
消息：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 15 日提前
寄出了她的缺席選票，而總統奧巴馬

也將於 25 日訪問家鄉芝加哥
時提前投票，這是美國

歷史上首次總統候選
人夫婦不在選舉日
投票。

米歇爾當日在
社交網絡推特上發
布自己手持郵寄選
票的照片，並發文
對奧巴馬說： 「嘿

，我剛剛投下了
我的缺席選票，
我不能等到選舉
日了！愛你！」

奧巴馬很快在推特
帳戶上轉發並回覆說：
「我以米歇爾．奧巴馬

為榜樣，準備在10月25
日提前投票，如果你們的
州已經開始提前投票，請

跟我一起提前投票。」
9月27日，美國艾奧瓦州率先開始

開放投票站供選民提前投票，此後包
括佛羅里達、科羅拉多、北卡等至少6
個「搖擺州」在內的全美至少 40 個州也
陸續展開提前投票。路透社與益普索
10 月 14 日公布的近幾周民調顯示，在
提前投票的選民中，有59%的人支持奧
巴馬，僅31%的選民支持羅姆尼。有分析
指出，奧巴馬陣營鼓吹提前投票，以
便在攸關勝負的決戰州超越羅姆尼，
這是集中資源為大選日催票的策略。

【本報訊】據路透
社華盛頓 16 日消息：近
年來，美國大選中的信
息核實環節已經在某程
度上成為一種競賽項目
，兩方候選人之間的言
論的 「可信度」都可標

上等級，從真相，謊言到真假之間。
在大選中，雙方陣營大部分所謂

的 「事實真相」在經過核查後，都是
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鮮有絕對的真
實或是虛假。這種情況的出現，部分
反映了議題的複雜性，但這更多的是
要歸功於競選陣營混淆視聽的手段。

比如說，奧巴馬陣營指出，共和
黨副總統候選人瑞安倡導的醫療改革
方案，要求長者每年支付超過 6000 美
元。這是真是假？核實網站 PolitiFact.
com得出的結論是五五開。

因為關於瑞安的 「醫療計劃」至
少有四重迭代。奧巴馬團隊能夠從中
選出最有利於自己的一個版本，以國
會預算辦公室的報告為武器，盡可能
地將瑞安的計劃妖魔化。

不過，在某些着實可笑的言論上
，是可以分辨出絕對的真假的。羅姆
尼在去年 12 月和今年 2 月分別向公眾
表示，在國歌奏響時，美國人民是唯
一會把手放在心口位置的族群。《華
盛頓郵報》的凱斯勒和其他真相核查
員們就找到了無數的反例來駁倒羅姆
尼的觀點。

為使讀者更容易理解，凱斯勒運
用了1至4個匹諾曹來進行真假程度的
評級。他表示，奧巴馬和羅姆尼大概
都處於兩個匹諾曹的平均位置，也就
是 「有明顯的忽略和誇大」，但還未
至於到事實錯誤的地步。

美大選言論多虛實難分

米歇爾提前投票為夫打氣

對於 9 月 11 日美國駐利比亞班加西領事
館遇襲，從而導致大使史蒂文斯遇害事件，
希拉里表示， 「責任由我來承擔。」希拉里
說，她是美國務院的負責人，對保護美國派
駐世界各地的200多個外交機構的6萬多名人
員的安保工作負責。

羅姆尼失攻擊利器
希拉里堅稱，負責美國使領館安全的不

是白宮而是國務院。總統奧巴馬和副總統拜
登並未參與領館安全相關的決策。她補充說
，隨着 11 月 6 日大選投票日的臨近， 「我希
望這麼做能夠避開某些 『政治陷阱』」。

利比亞領事館受襲事件，一直是共和黨
陣營用來攻擊現任政府外交政策的利器，羅
姆尼本來也極可能在辯論中就此 「盤問」奧
巴馬。但有政治資本可用而且非常受歡迎的
希拉里作出以上陳述，給了奧巴馬他急需的
調整空間。

積極進攻或適得其反
當地時間16 日（香港時間17 日早上9時

），美國總統候選人第二場辯論在紐約州霍
夫斯特拉大學舉行。承認自己在丹佛首辯中
度過了一個 「差勁的夜晚」的奧巴馬，準備
以更有侵略性和更有精力的狀態扭轉局面，
避免留下只能做一任總統污名。

16日的辯論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CNN）的資深政治記者克勞
利主持，屆時約 80 名由民
調機構蓋洛普選出的
游離選民，將會當場
向候選人提出問題
。候選人各以 2 分
鐘答覆觀眾提問，

然後在主持人追加討論後，才能集中火力攻
擊對手，因此單單採取具侵略性的態度是行
不通的。

奧巴馬的陣營認為，奧巴馬的形象比較
討好，面對美國老百姓也比較富有的前風險
資本家羅姆尼自在。羅姆尼的發言人威廉斯
說： 「奧巴馬總統這一晚的表現將會比第一
次辯論時好。」但他不忘補充一句說， 「如
果總統選擇在整場辯論都攻擊羅姆尼，他就
再一次失去機會，為成功得到第2個任期帶出
任何種類的理論基礎或權限。」

選民料奧巴馬勝出
奧巴馬自從周六（13 日）以來，甚少公

開露面。他當天搭機前往弗吉尼亞州歷史悠
久的殖民時代城市威廉斯堡，進行密集式辯
論訓練。羅姆尼近日露面的競選活動，則試
行問答大會模式，開放他的集會接受觀眾提
問。奧巴馬今次競選時甚少用這種模式，和
他 2008 年參加候選人初選期間，與觀眾交換
意見成為他向選民自我介紹的一個重要部分
，有莫大差別。

本次辯論在選舉日倒數 21 天舉行。羅姆
尼和奧巴馬，都尋求借助此次機會，拉攏數
個關鍵州份那一小撮游離選民，來打破兩人
在全國競逐中表現叮噹馬頭的局面。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16日公布的最新民調
，有 41%選民認為奧巴馬在辯論中表現將較

佳，預期羅姆尼會勝出
的比率有 37%。在獨
立選民中，認為羅姆
尼會贏過奧巴馬的比
例攀升到 42%，認為
奧巴馬會勝出的獨立
選民比例降為31%。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美聯社16日消息：美國國務卿希拉里
16日出面，為上月美駐班加西領事館遇襲事件承擔責任，似乎有意在
大選前，為總統奧巴馬拔除芒刺。這一戲劇性的轉折，極有可能化解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在大選第二次辯論中最有殺傷力的一次攻擊
；而力求連任的奧巴馬，必須爭取該次辯論的勝利。

希拉里替小奧拆彈希拉里替小奧拆彈

美報告：亞洲軍費十年增一倍

▶奧巴馬（右）與
羅姆尼16日進行大
選第二次辯論。圖
為兩人3日舉行第一
輪辯論時進行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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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
卿希拉里15
日出面為利
比亞領館遇
襲事件負責

美聯社

▲米歇爾15日提早投票 美聯社

▶ 15 日在紐約
，第二次辯論會
場布置完畢

美聯社

◀羅姆尼（左）與
奧巴馬都曾在公開
場合吃披薩

資料圖片

▲16日在馬尼拉北部，美菲軍方舉行聯合
實彈軍演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