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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共同社及路透社 29
日報道：日本極右第三極勢力日本維新
會 29 日突然公布競選政綱，明顯可見對
華強硬姿態。綱領主張，日本應加強對
釣魚島的有效控制，就釣島問題向國際
法院提出申訴，並制定 「國家安全保障
基本法」以便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

日本媒體稱，這份競選綱領帶有濃
厚的「鷹派」色彩，其中並沒有提到如何改
善與中韓兩國的外交關係。就釣魚島問
題，維新會的政綱，沿用維新會副黨代
表、大阪市長橋下徹在 10 月份的記者會
見中提出的主張，準備向國際法院提出
申訴，並呼籲中國政府應訴。橋下稱，
如果中國政府有證據能夠證明這一島嶼

是中國的話，那就希望積極應訴，由國
際法院根據國際法的原則進行裁決。

放寬武器出口限制
該黨政綱提出，增加國防開支，以

保護國家利益。維新會的政綱要求，打
破十年來對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 1%
的非正式限制，以及要求增加海上監視
。這類舉措，將會進一步加劇與中國的
緊張。

橋下徹說，出口日本的武器技術，
可使日本更安全。橋下徹在公布該黨政
綱的記者會上說： 「日本可以在經濟和
技術領域組成聯盟。如果日本武器流入
不同國家，同時日本保留核心技術，這
對日本來說將是強大的安全。」日本去
年放寬了對軍事設備出口的限制，但依
然局限於賣給盟友，例如美國。另外，
維新會政綱明確提出，如果一旦獲取政
權，就要廢除半個多世紀前美國主導制
定的日本憲法，獨自制定日本新憲法。

《日經》民意調查顯示，約15%選民
打算投票支持維新會，領先於執政日本
民主黨，有望在 12 月初的日本議會選舉
中形成第三極勢力。贏面最大的自民黨
的支持率則為23%。若維新會奪得政權，
則有可能引發中韓等周邊國家的抗議和
警戒。

日第三極勢力對華強硬日第三極勢力對華強硬
維新會：釣島問題稟國際法庭

民主黨與自民黨民主黨與自民黨
政綱比較政綱比較

●在內閣設立日本經濟再生本部
；將擺脫日圓升值和通貨緊縮作
為優先課題；明確設定2%的通貨
膨脹目標；加強政府與日本銀行
的聯合，實施貨幣寬鬆政策；反
對參加TPP談判。

●強化日美同盟關係，改善與中
、韓和俄關係；為了強化首相官
邸的指揮功能，設置 「國家安全
保障會議」 ；強化自衛隊和海上
保安廳的武器和船舶裝備，增加
自衛隊員，強化日本的軍事力；
修改現行憲法，升級自衛隊為
「國防軍」 。

●提出由原子能管制委員會就核
能安全性作出專業判斷，對於是
否重新啟動所有核電站，將在三
年內作出結論。

自民黨

●設定在2020年前國內生產總值每
年穩步增長的目標，同時在新能源
、醫療等領域至少創造400萬個就
業崗位；抑制日圓過度升值和股市
急劇變動；大力吸引外國遊客。民
主黨會爭取加入TPP和其他貿易協
議。

●提出將 「冷靜外交」 和 「負責任
的防衛」 結合起來，深化日美同盟
，增強防禦能力；同時，加強與亞
洲鄰國的關係，與中方在海洋領域
加強溝通。針對釣魚島問題，民主
黨稱 「將堅決保衛主權」 ，擴充海
上保安廳的警備體制。民主黨把重
點放在維持現狀上，謀求 「平穩安
定的維持管理」 ，避免刺激中國。

●打出實現 「零核電社會」 ，明確
將依照政府9月彙整的能源環境戰
略，達到 「2030年代零核電」 的目
標。這個政策，也與自民黨的主張
大相逕庭，後者主張在決定日本能
源去向之前，先進行更多辯論。

民主黨

【本報訊】據共同社 29 日消息：駐
日美軍司令安杰瑞勒 29 日在東京的美軍
橫田基地表示，部署在沖繩的美軍新型
運輸機 「魚鷹」將於 12 月上旬正式投入
使用。「魚鷹」正式投入使用後將取代陳舊
的CH-46中型運輸直升機執行任務。

美軍於 10 月將暫停山口縣岩國基地
的 12 架 「魚鷹」部署在沖繩縣宜野灣市
的普天間機場，之後持續進行了飛行訓
練。 「魚鷹」最初計劃 10 月投入使用，
但因部署沖繩的時機推遲和開展飛行安
全確認工作而延後。

長期以來， 「魚鷹」運輸機的安全
性一直備受質疑。鑒於 「魚鷹」在摩洛
哥和美國相繼發生了墜機事故，日本民
眾極力反對在日本部署美軍垂直起降運

輸機MV-22 「魚鷹」。9月9日，10多萬
人在沖繩島舉行了抗議示威。但日本政
府調查組做出結論，個別的飛機事故是
人為因素造成的。

美駐沖繩魚鷹機下月服役

2929日在網絡上直播的黨首辯論，並非按野田提日在網絡上直播的黨首辯論，並非按野田提
出的一對一形式，而是有包括日本未來黨黨首嘉田出的一對一形式，而是有包括日本未來黨黨首嘉田
由紀子在內的由紀子在內的1010黨黨首參加。黨黨首參加。

民主黨原本認為，一對一的形式，有助於野田
發揮辯論能力特長。但安倍在表示接受提議後，認
為 「一對一形式過於特別，若通過網絡進行則將受
到較少制約」，遂指定了 「NICONICO動畫」網站
直播。當天約有 140 萬人觀看此次網絡直播。當天
的辯論議題，主要圍繞消費稅增稅、 「跨太平洋戰
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和核電問題展開。

奪權即強化釣島防衛
這是自本月初日本國會解散後，野田與安倍首

次見面，而就在辯論前夕，野田和安倍分別就中日
關係表明各自觀點。安倍當天上午在東京都的街頭
演說中表示，為了強化對釣魚島的防衛，日本有必
要將海上自衛隊的退役軍艦移交給海上保安廳作為
巡視船使用，同時將海上自衛隊預備役自衛官編入
海上保安廳，以強化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

安倍在講演中說，如果自民黨在12月的大選中
奪取政權，那麼就會強化對釣魚島的防衛和實效管
理。日本首先要做的是，阻止中國船對於日本領海
接連不斷的 「侵犯」。

退役軍艦移交海上保安廳
安倍說，現在如果給海上保安廳增加預算的話

，造出新的巡視船至少也需要 2 年的時間。因此，
有必要將退役軍艦直接移交給海上保安廳作為巡視
船。同時，將海上自衛隊預備役自衛官編入海上保
安官系列，最大程度地強化釣魚島的防衛力量。

安倍領導的自民黨在27日發表的競選綱領中，
明確提出了強化釣魚島管理的意見。但是，將退役
軍艦配備海上保安廳用於釣魚島的防衛的主張，這
還是第一次。

同日上午，野田佳彥在神奈川縣發表了街頭演
說。關於釣魚島問題導致的中日關係緊張，他指
「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不能喪失大局觀，必須冷

靜處理」，主張謹慎應對以緩和緊張局勢。野田還
強調： 「必須克制以言語挑釁他國的行為。」

中方高度關注日右傾化
與此同時，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耿雁生29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高度關注當前日本國內出現
的嚴重的、危險的政治傾向。

日本自民黨近日公布的競選綱領中提出要使集
體自衛權的使用成為可能，還有設置國家安全保障
會議，提升自衛隊的地位，使其成為國防軍，還有
大幅度擴充軍事預算等等。對此，耿雁生指出，歷
史上，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侵略戰爭，給中國和
其他亞洲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近年來，日本利
用種種藉口擴充軍備，已經引起包括中國在內的亞
洲國家和國際社會的警覺。中方高度關注當前日本
國內出現的嚴重的、危險的政治傾向，將密切跟蹤
事態發展。

【本報訊】綜合共同社、路透社及日本時事通訊社29日
消息：日本將於12月16日舉行國會眾議院選舉，當地時間
29日晚上8時，包括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及自民黨總裁安倍晉
三在內的10黨黨首，就內政及經濟議題展開激烈辯論。當天
稍早時，安倍在東京發表演說稱，為加強對釣魚島的有效控
制，應將退役自衛隊艦隻移交海上保安廳。

▲ 4日在東京，民眾示威反對美軍
「魚鷹」 機部署沖繩 美聯社

▲日本維新會的橋下徹（右）與石原
慎太郎29日在東京街頭發表演說

法新社

▲29日在東京，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中）、自民黨黨首安倍晉三（左）
及日本未來黨黨首嘉田由紀子參加10黨黨首辯論會 美聯社

▲日本10個政黨的黨
首29日在東京舉行辯
論會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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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韓聯社及法新社 29 日消息
：韓國首枚運載火箭 「羅老」號（KSLV-I）在
離預定發射時間僅剩 16 分鐘時，因二級火箭部
分發現異常情況，發射被取消。這讓韓國希望躋
身全球 「太空俱樂部」的雄心再遭挫折。 「羅老
」號年內發射預計無望，第三次發射或將推遲到
2013年4月。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和航空宇宙研
究院當天表示，羅老宇航中心方面在對二級火箭
的電力推力矢量控制（TVC）系統進行檢查的過
程中發現電流信號異常，因此停止了發射準備。
具體的發射日程有待精密檢查後重新決定。

韓國輿論將 「羅老」號比作韓國的 「太空之

夢」。《朝鮮日報》稱，發射 「羅老」號是韓國
走向太空強國的第一步。韓國從 2002 年開始推
進 「羅老」號項目，近 10 年間共投入約 5200 億
韓圜。

2009年8月和2010年6月， 「羅老」號分別
進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發射，但都未能進入正常
軌道，以失敗告終。第三次發射原定於今年 11
月 26 日進行，但連接發射體和發射台的 「適配
器砌塊」出現問題，發射時間被推遲到本月 29
日，不過最終又出現了問題。

韓國的太空計劃，多年來受到其主要軍事盟
友美國的限制，因美國擔心韓國如果推行導彈和

火箭計劃，會加快地區軍備競爭，尤其是與朝鮮
的競爭。2001年，韓國加入 「導彈技術控制制度
」，不久即把俄羅斯當作主要太空合作夥伴。

或致俄韓關係惡化
重140噸的 「羅老」號火箭，第一級是由俄

羅斯製造，第二級是在韓國製造。分析人士認為
，上次 「羅老」號發射失敗之後韓俄兩國曾相互
埋怨。第三次作為 「羅老」號最後的一次發射，
如果不能成功的話，預計將對韓俄關係產生影響
，至少兩國在研製火箭、航天科技方面的合作將
會暫時終止。

韓國《中央日報》稱，29日出現問題而無法
發射，那麼韓國在向國際機構通報的發射計劃時
限也就是 12 月 5 日之前發射即可。不過據韓國
《先驅經濟》29日報道， 「羅老」號年內發射無
望，根據韓俄簽訂的合約， 「羅老」號的第三次
發射或將推遲到2013年4月。

倒計時16分 羅老號發射取消

韓太空雄心再遭挫

▲29日在羅老島太空中心， 「羅老」 號運載火箭
（左一）在發射台就位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