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滬1500人旅遊團訪日

【本報訊】綜合日本共同社、法新社
、新華社21日消息：載有64名中國船員的
貨船 20 日晚行駛至沖繩本島附近海域時，
靠近船尾的機艙位置起火。日本海上保安
廳即刻派出巡視船等往救助，船員全部獲
救，3人受輕傷。

據悉，遇險漁船為冷藏運輸漁船 「明
洋」輪，船長 144 米，寬 13.6 米，12703 總
噸，日本海上保安廳第 11 管區海上保安本
部稱， 「明洋」輪為聖文森特和格林那丁
斯註冊，從南美運送貨物前往中國。當地
時間 20 日晚 8 點 35 分左右，該貨輪在距離
沖繩島東南方向150公里海域航行時，機艙
發生火災。

日本海上保安廳在 20 日晚，接到台灣
相關部門通報後，隨即派出飛機及巡邏船
趕往事故海域進行救援。21日凌晨2點半左

右，保安廳的巡邏船救出乘坐救生艇逃生
的 21 名船員，並將其暫時移送至附近一艘
巴拿馬籍船上。

凌晨 3 點 45 分左右，巡邏船救出在船
頭甲板上避難的其餘43人。目前，這64名
中國船員搭乘日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船抵達
沖繩，其中有3人輕度受傷。

據悉，貨輪從船尾開始冒煙，海上保
安總部正就起火原因向船員了解情況。船
上的總工程師報告，20 日當晚聽到船隻的
主引擎發出爆炸聲。21 日上午，出事的貨
輪仍然冒出黑煙。由於火勢猛烈難以撲滅
，導致部分船體遭到焚燒。

中國總領館啟應急機制
中國駐福岡總領館 21 日凌晨接到日方

通報之後，第一時間啟動應急機制，與日

方保持密切溝通，要求日方全力救治傷員
。目前，總領館正與日方積極協調，力爭
盡快將全部船員送回國。

21 日 2 點 35 分，中國東海救助局接報
後立即指派 「東海救111」輪前往救援。預
計 「東海救111」輪將於22日9時抵達現場
，對難船進行救援。

近一個月內，日本海上保安廳已多次
派出巡邏艇，救援載有中國籍船員的起火
貨輪。

9月27日晚，一艘正裝載着上千噸貨物
駛往中國的巴拿馬籍貨輪在日本大阪灣海
域起火，12 名中國船員全部獲救，沒有人
員受傷。

10月5日，一艘駛往浙江寧波的柬埔寨
籍貨輪當天凌晨在日本北九州海域起火，
船上包括7名中國船員在內的9名船員無人
受傷。

負責本次救援的第 11 管區海上保安本
部，位於沖繩縣那霸市，是負責釣魚島附
近海域警戒的海保部隊。

貨輪沖繩海起火 64華船員獲救

▲一艘載有64名中國船員的貨輪20日晚在沖繩海域起
火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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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日本新聞網、
《朝日新聞》、中央社21日消
息：來自中國上海的1500名遊
客，20日搭乘大型客輪 「哥斯達
維多利亞」 號抵達日本熊本縣八
代港。這是從日本政府宣布把釣
魚島「國有化」後一個多月以來，
赴日最大規模一個中國旅遊團。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 21 日消息：
日本副首相岡田克也，首次承認中日在釣魚
島問題存在爭議，他在和歌山市發表演講時
指，釣魚島不存在領土問題，但中國政府對
此有爭議是事實，必須通過對話，使得目前
的緊張局勢盡快沉靜下來。

岡田在演講中說： 「東京都政府挑起尖
閣列島（即中國釣魚島）問題是錯誤的行為
，（事實上）東京都又不承擔外交問題的責
任。結果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彈。」

談到中國政府對釣魚島是否存在主權爭
議的問題時，岡田委婉表示： 「尖閣列島雖
然不存在領土問題，但是，中國政府對此有
爭議卻是事實。因此必須通過對話，使得目
前的緊張局勢盡快沉靜下來。」

岡田還表示，日本政府已經向中國政府
轉達過 「政府擁有尖閣列島比東京都政府擁
有，更能做到維持現狀。」的意見。

曾經擔任過民主黨總裁的岡田克也是野
田內閣中唯一的一位副首相。釣魚島問題發
生以來，岡田一直保持沉默。有消息說，岡
田克也很可能會在近期訪問中國，就釣魚島
問題的解決，與中國最高層舉行會談。

美前高官往中日調解
另外，美國政府前安保與外交官員組成

的一個代表團於 20 日離開美國，前往日本
和中國訪問，希望充當和事老，調解因日本
政府的釣魚島 「國有化」問題而導致的中日
關係緊張。

此個代表團由布什任內的前副國務卿阿
米蒂奇擔任團長，訪問團的成員還包括前助
理國防部長奈伊、前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和布
什時代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哈德利等人
。阿米蒂奇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
，這一次赴日中兩國之行，獲得國務卿希拉
里的批准，暗示此次訪問帶有準官方性質。

根據計劃，代表團一行於 22 日與野田
首相舉行會談，隨
後在 23 日前往北京
，與中國領導人舉
行會談。

另一方面，共
同社引述日本警察
廳消息稱，最快在
未來一星期內，從
東京、神奈川縣和
大阪府，抽調一支
十多人的警察部隊
到沖繩，以應對釣
魚島警備力量可能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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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名中國遊客乘坐 「哥斯達維多
利亞」號於 18 日離開上海，經過韓國
的濟州島，於 20 日下午抵達日本九州
地區熊本縣的八代港。據八代市政府透
露的消息說，去年8月，熊本縣南部城
市組成的一個訪中團訪問上海時，八代
市市長福島和敏的名片上印着 「八代煙
火大會」，當地的旅行社於是決定，在
今年的八代煙火大會期間，組織一個
大型的訪日團來八代市觀看煙火，並
旅遊日本。

雖然在9月份因為釣魚島問題，中
國出現了抵制日本旅遊的行動，但是這
一個訪日團依然繼續成行，並於 20 日
順利抵達日本，受到熊本縣和八代市當
地政府官員和市民的熱烈歡迎。

八代市商工會議所所長松木喜一表
示，希望這個中國旅遊團的到訪，能夠
融解 「中日兩國冰凍的關係」。

不過，分析人士指出，中日現時的
「政冷經冷」現象，貌似因1500名遊客

抵熊本，而讓日本商界看到了中日局勢
緩和的信號。但是這種緩和可能僅是表
象，因為1500名遊客更像是一次人數眾
多的個例，而不代表現象。

赴日中國人持續減少
日本觀光局19日公布了今年9月赴

日的外國人數。當中中國人數量雖然超
過了去年同期受地震影響的約11.2萬人
，但跟2010年同期的13.7萬相比，還是
減少了一成左右。

日本接待中國遊客人數，原本有望
在今年刷新歷史新高。一到八月的遊客
總數與 2010 年同期相比增長將近一成
，八月的訪日人數更是創造了歷史最
高值。

然而好景不常，釣魚島問題導致中
日之間持續對立，給逐漸恢復的形勢踩
下了 「急剎車」。自日本政府9月份宣
布把釣魚島 「國有化」後，以旅行團為
主的 「日本遊」相繼取消，日本觀光業
受到了不小的創傷。綜合內地和日本旅
行業者的多項統計報道，內地 「十一」
黃金周長假時，取消赴日的旅行團超過

四成，光團費就損失4億日圓（約4000
萬港元），讓日本罕見跌出中國「十一」
長假境外旅遊目的地的前10名。

日旅遊業界憂長期惡化
日本各地旅遊區及東京秋葉原等人

氣景點為此大受影響。各地旅遊區普遍
擔憂負面影響將長期化。

在電器店雲集的東京秋葉原，中國
遊客曾是大量購買高價相機等電器的
「好主顧」。某家免稅店表示，以往每

天數十輛滿載中國遊客而來的觀光巴士
如今幾乎不見了蹤影。該店一名女店員
表示： 「開業 30 年來首次出現這樣的
情況。因為是外交問題，我們無能為力
。」其他大型電器店的中國遊客也減少
了3成。

日本觀光廳希望通過在中國舉辦宣
傳活動等來挽回赴日遊人氣，但活動相
繼遭到取消或延期。日本政府制定的到
2020 年將訪日外國遊客數增加至每年
2500萬的目標恐怕難以實現，國土交通
副大臣伴野豐反省此前的戰略稱： 「對
來自中韓的遊客期望過高」。松本大學
教授佐籐博康指出： 「應該改變偏重部
分國家及地區的戰略，在更為廣泛的地
區進行宣傳。」

【本報訊】據路透社倫敦 20 日消
息：英國三大重要城市倫敦、格拉斯
哥、貝爾法斯特20 日同時爆發大規模
示威遊行，組織者估計有15 萬人參與
，抗議英國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這
是 2012 年英國爆發的規模最大的示威

遊行活動。
倫敦示威群眾吹響號角、哨子，

高舉 「緊縮必將失敗」的橫幅經過英
國國會大廈，呼籲首相卡梅倫要為重
振英國經濟做出努力。

陰霾的秋日天空下，遊行人群揮

舞着橫幅，上面寫着 「拒絕緊縮政策
」、 「向富人收稅，給窮人教育」、
「全世界平民大團結」等標語。在倫

敦市中心海德公園集會的人群中有護
士、清潔工、圖書館管理員和救護車
司機，組織者估計有 15 萬人參與遊
行。

在蘇格蘭第一大城市格拉斯哥和
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各有數千
名抗議者走上街頭，呼籲政府另尋經
濟發展良策。

工黨領袖譴責卡梅倫
英國工黨領袖文立彬也參加了遊

行集會。他在集會現場發表講話，譴
責卡梅倫政府的政策。 「他（卡梅倫）
是一個無能的首相，他讓政府給富人
免稅，而普通家庭則要承擔更重的稅
負。」他向集會群眾保證說，如果他
當選下一任首相，將對銀行家的高額
獎金徵稅，修建10 萬套新住房，並且
把全民治療體系私營化。文立彬同時
表示，他不會許諾說大家會過上舒適
閒散的生活，在收入和工作問題上，
工黨會進行不同的、更加公平的抉擇
。聯合政府的緊縮政策走得太遠太快
，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已經失敗。

英國工會總會領導人巴伯稱：
「證據顯示這一緊縮措施是失敗的。

它只會打擊最為貧弱的人民。」
但英國政府表示必須堅守緊縮計

劃，才能填補財政缺口。英國去年財
政赤字佔GDP的8%，是歐洲大國之中
赤字率最高的國家。這也說明歐元區
危機已經對英國經濟造成影響。

卡梅倫政府將其 2010 年大選的賭
注押在該緊縮計劃上，要求更大幅度
縮減社會福利開支，卻不向富人徵稅
。在贏得選舉後，卡梅倫公布了一項
緊急預算，表示會大範圍削減部門預
算，相信在 4 年的時間裡，將其減少
約20%。

他同時宣布要凍結公共部門的工
資，為家庭領取的國家救濟金設置新
的上限，減少養老金的稅額減免額度
。增值消費稅則上升到20%。

根據最新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
工黨的支持率目前領先於聯合執政的
保守黨。工黨支持率上升了 2 個百分
點，達到 41%，而保守黨的支持率下
降到了 33%。與保守黨聯合執政的自
由民主黨支持率保持在 10%沒有變動
。如果這種結果維持到 2015 年大選，
工黨肯定能夠再次執政。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 21 日
消息：日本國土交通省 20 日發表的
消息說，自從中日兩國關係緊張以來
，已經有半數的日本人 「中國遊」團
體旅行被取消。取消的主要原因是一
些遊客產生了 「厭華情緒」，另一方
面是中國一些城市發生的反日示威
遊行和打砸行為令日本人擔心人身
安全。

國土交通省的這一最新統計顯示
，自從日本政府將釣魚島 「國有化」
的 9 月中旬至 10 月 19 日，中日之間
原本每周 740 個航班，已經停飛了

122 個航班，停飛比例達到 16%。其
中，日本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和全日空
，兩家公司的停飛航班為 21 個，而
中國方面航空公司停飛的航班達 101
個。同時，中國的航空公司近日又宣
布在10月份再停飛50個航班。

這一統計報告顯示，中日緊張關
係導致的旅遊業損失，中國方面的損
失之大要超過日本方面的損失。根據
中日兩國旅遊部門的統計，2011年，
中國人赴日旅遊人數為 130 萬人，
而日本人赴中國旅遊人數為 350 萬
人。

▲英國15萬名民眾20日上街抗議當局推行的緊縮政策 美聯社

日半數中國遊取消
▲一群中國遊客9月27日在日本福岡市旅遊 《朝日新聞》

▼1500名中國遊客乘坐 「哥斯達維
多利亞」 號，在20日抵達日本熊本縣
八代港 日本新聞網

◀美國前副國務卿
阿米蒂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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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央社巴黎20日消息：由於
婦產醫院距離較遠，法國一產婦19日趕路途中在馬路邊生
產，結果新生兒在出生當天就夭折。法國總統奧朗德要求
相關行政部門進行調查。

據法國媒體報道，這名產婦住在法國西南部洛特省北
部地區。當天，她在男友陪同下，在該省東北部的菲雅克
市進行檢查後，遵醫囑前往車程一個多小時以外的另一個
省的婦產醫院就醫。但在趕往醫院途中，肚中嬰兒要出生
，她和男友不得不把車停在高速公路邊，迎接新生兒降
生。據前往現場救助的消防員說，新生兒在出生當天即
死亡。

當地醫生認為，此事暴露出洛特省缺少婦產醫院的弊
端。該省居民17萬人，僅卡奧爾市擁有唯一一家婦產醫院
。20年內，法國已有2/3的婦產科醫院關閉，多個省都只有
一家婦產科醫院。

奧朗德得知後要求衛生部長圖雷納立刻調查此事。他
承認法國部分農村和條件較差的街區，醫療情況惡劣，但
重申使每個法國人都能在不超過30分鐘內得到急救。

【本報訊】據韓聯社 21 日消息：德國專利博客網站
Foss Patents報道，19日在德國曼海姆進行的三星和蘋果的
專利訴訟審理中，三星的律師多次表示，據三星掌握的消
息，歐盟針對智慧手機標準專利的反壟斷調查會持續數年
時間。此外，三星還表示將針對iPhone5提出專利訴訟。

三星以侵犯其3G基本專利技術為由對蘋果提出禁售訴
訟，歐盟為此進行反壟斷調查，看看當中是否違背FRAND
（公平、合理和非歧視）原則。

蘋果曾主張，應將有關基本專利技術的審理推遲到歐
盟執行委員會拿出相關決議案之後，但三星立即反駁了蘋
果 的 這 一 主 張 。 三 星 的 律 師 還 說 ， 歐 盟 執 委 會 在 對
「FRAND」原則定性方面比較消極，這可能是因為要給制

定標準的機構成員們更多的時間去通過協商就有關問題達
成協定。另一方面，該網站指出，三星電子當天明確表
示，iPhone5 也被納入三星在德國提出的標準專利訴訟的
對象。

簡訊

■法「公路嬰兒」暴露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