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綜合共同社、法新社及美國太平
洋新聞中心11月30日報道：美國參議院全體會
議11月29日決定，在2013財年 「國防授權法
案」 中加入補充條款，明確規定釣魚島是《日美
安保條約》第五條的適用對象。有分析稱，此舉
意在和奧巴馬政府的立場保持一致，對中國加以
牽制。

稱釣島為尖閣諸島 明確適用《安保條約》

奧羅大和解白宮共進午餐

埃新憲法防獨裁 總統只能任兩屆

美參院修法牽制中國

▲11月30日在開羅解放廣場，反對穆爾西的示威者
高喊反政府口號 路透社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美聯社 11 月 29 日消息
：美國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 11 月 29 日抵達白
宮，與粉碎他總統美夢的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共進午餐
，上演一出 「大和解」的戲碼，這是兩人在月初的大
選後首次碰面。

今後繼續「保持聯繫」
羅姆尼搭乘大型黑色林肯車，在中午 12 時 30 分

直駛到白宮西翼的側面入口，他目前已無特工跟隨，
自己開車門下車，走進白宮。這兩位選戰對手在橢圓
形辦公室旁的奧巴馬專用餐廳共餐。白宮事先表示，
不開放媒體採訪。

白宮當日發布聲明稱，奧巴馬和羅姆尼在白宮橢
圓形辦公室附近的總統私人餐廳共進約一個小時的午
餐，羅姆尼祝賀奧巴馬在大選中的成功，並祝願他未
來四年任期順利。 「兩人重點討論了美國在世界的領
導地位以及未來保持這一領導地位的重要性」。

根據聲明，兩位在今年大選中互相抨擊的 「政敵
」還相約今後繼續 「保持聯繫」，特別是在未來有機

會時進行合作。這次 「一對一」的午宴沒有對媒體開
放。白宮發言人卡尼說： 「兩人都希望進行私下交談
，他們不希望變成一個新聞事件。」

奧趁機展超黨派態度
白宮在午宴結束後發布了一張奧巴馬和羅姆尼在

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握手的畫面，過去一年兩人曾經歷
一場惡鬥試圖奪取這個辦公室，如今一個勝利者與一
個失敗者在此握手，被外界賦予了 「大和解」的象徵
意味。

美國今年大選戰況激烈，雙方陣營都啟動負面攻
擊戰術，大肆投放人身攻擊廣告。不過，奧巴馬在贏
得連任的勝選演說中承諾，將與羅姆尼保持聯繫，並
考量他提出的政見。

這次餐會是奧巴馬展現超越黨派態度的良機。奧
巴馬目前正爭取共和黨合作，以避開即將來臨的 「財
政懸崖」危機。對羅姆尼而言，共和黨在大選遭受令
人失望的結果後，這是他重建政治地位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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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修訂案提及中國領土釣魚島時，均以日本的習慣說法
「尖閣諸島」指代。提案人之一的民主黨參議員韋伯發表聲

明，強調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稱這將是美國 「支持亞太地
區重要盟國的強有力的表態」。

須奧巴馬簽署通過
美國年度 「國防授權法案」用於解決美國家安全計劃、

國防部的醫療費用、國內外的反恐及軍隊現代化建設等問題
。該法案經美國國會的參眾兩院協商後，將由總統奧巴馬簽
署通過。

對於此次修訂加入有關釣魚島的條文，韋伯稱： 「這個
修訂，是一個強烈聲明，聲明支持我們在亞太的一個重要盟
友。在過去幾年間，中國已採取了愈來愈進取的行動宣示對
東海 『尖閣諸島』的主權，以及對南海廣泛海域的主權。這
個修訂案，毫不含糊地聲明美國承諾日本對 『尖閣諸島』的
管理，聲明不管有什麼威脅、脅迫或軍事行動，這個立場都
不會改變。」

稱美承認日管轄釣島
該補充條款指出 「美國對釣魚島最終的主權歸屬不持特

定立場，但認為其處於日本的管轄之下」，並間接提醒中國
「第三方的單方面行動不會影響美國的這一立場」。此外，

該條款還反對以武力威脅或以武力方式解決東海的主權問題
，並且 「重申（以《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為基礎的）對日
本政府的承諾」。

另一方面，日本11個政黨黨首11月30日在東京舉行的
最新辯論會上，圍繞釣魚島問題的應對措施和對華政策成為
焦點之一，各黨的立場不盡相同。

安倍轟野田外交失敗
日本下屆首相的熱門人選安倍晉三在辯論會上抨擊民主

黨政府，稱其對華政策 「一直顧慮中國的結果導致外交上的
失敗」，表示有意加強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58 歲的鷹派
人物安倍，把中日釣魚島爭端加劇，以及日本與韓國和俄羅
斯的領土糾紛，都歸咎於政府的軟弱外交。

安倍還堅稱，日本政府對釣魚島實行 「實效管理」。而
日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船也會在24小時在12海里內巡航，一
旦發現有中國船隻 「侵入」，將會立即實施驅逐措施。自民
黨在競選綱領中已經提出，要在島上 「駐紮」公務人員，強
化對島嶼的 「實效管理」。日本政府在主權問題上也不會做
出讓步。

而民主黨黨首、首相野田佳彥就釣魚島問題重申了一貫
方針稱 「將繼續以堅決的姿態應對」，對於安倍晉三提出的
派公務員常駐釣魚島的方案，野田表示應考慮現在討論此事
將對日中關係造成的影響，認為應避免不必要地刺激中國。

【本報駐倫敦記者黃念斯11月30日電】歷時一年調查
英國傳媒操守行為的 「利維森報告」29 日公布，建議法定
成立獨立機構監管傳媒，制定傳媒守則，並賦予該機構享有
處罰、調查、起訴等權力。但英國首相卡梅倫對其中通過立
法監管媒體表示反對。

英國三大政黨黨魁即時在議會對 「利維森報告」表態，
顯示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政府分歧嚴重。首相卡梅倫代表保
守黨反對法律插手傳媒監管，表示對於法定干預傳媒感到擔
憂。現任英國副首相的自民黨黨魁克萊格意見和在野工黨一
致，表示完全支持 「利維森報告」建議。英國議會將對該調
查報告的結論和建議展開辯論。

總共 2700 多頁的 「利維森報告」建議立法規定成立獨
立和有實權的監管傳媒機構，政府官員和傳媒行業均不許參
與和干預該組織。報告建議由該獨立的監管傳媒機構制定傳
媒守則，有權處罰違反守則的傳媒，最高罰款可達1百萬英
鎊。還提議該監管機構應有權調查公眾對傳媒的投訴、有權
向法院訴訟、有權責成傳媒更正錯誤。

這是在去年7月梅鐸的國際新聞集團被揭電話竊聽行為
嚴重，《世界新聞報》被迫關閉，在轟動一時的 「竊聽門」
事件之際，首相卡梅倫委派大法官利維森對傳媒竊聽電話的
非法行為進行的獨立調查。

「利維森報告」對傳媒與警方關係、傳媒與政治人物關
係、傳媒行為等三方面調查作出結論，認為早在 2006 年警
方對《世界新聞報》竊聽行為的調查草率而差劣，又指出梅
鐸新聞集團在英國影響過大，完全可以無需要求便能左右英
國政府高層政策。

最新民調顯示接近8成民眾支持 「利維森報告」，竊聽
案受害者代表在報告發表後即時回應表示歡迎。30 日的英
國各大報章對報告各有點評，但普遍認為報告結論公平合理
，更多的輿論關注卡梅倫與兩黨的分歧。

報告促立法監管傳媒
英三大政黨分歧嚴重

新憲法草案爭議條文
●雖然舊憲法一樣以 「伊斯蘭法律的原則」 為
立法基礎，但新條文將 「原則」 收窄為什葉
派穆斯林法律信條

●任何和伊斯蘭教法有關的事情，都一定要諮
詢埃及最受尊崇的伊斯蘭機構 「愛資哈爾」
，令法規受到教士們的監督

●捍衛 「埃及家庭倫理和價值」 ，但字眼含糊
，如書及電影的內容有可能被控制

●沒有條文具體確立男女之間的平等地位

●禁止侮辱或誹謗先知、信使和 「侮辱人類」
，但用詞含糊可限制表達自由

●保留軍方不受限制地將攻擊武裝部隊的平民
，帶到軍事法庭受審的權利。超過1.1萬平
民在後穆巴拉克時期在軍事法庭受審

美聯社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美聯社 11 月 30 日消息
：埃及制憲委員會 11 月 30 日上午批准了新的憲法草
案。該草案將規定，總統最多只能任兩屆，分析稱這
將令埃及政治體制產生歷史性改變。

這份憲法草案應在15天之內由總統簽署，之後將
進行全民公投。總統穆爾西預計會在本周末簽署該草
案。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這部憲法草案在全民公投中

獲得通過的可能性較大。
據報道，此份新憲法草案在1971年頒布的《基本

法》基礎上制定，共234條。憲法委員會一共用了19
個小時，逐一通過共234條的憲法條文。

憲法草案擬定總統和國會的權力，闡明司法、軍
隊及伊斯蘭教法扮演的角色。憲法草案將令埃及政治
體制產生歷史性改變，因為它規定總統只能任兩屆，
避免出現前總統穆巴拉克曾獨攬大權30年的情況。此
外，憲法草案規定軍隊須接受人民的監督。不過，憲
法草案以伊斯蘭教法原則為基礎，意味着這套新憲法
與穆巴拉克統治埃及時實行的憲法基本相同。

反對派示威施壓
草案內容公布後，數以千計的示威者湧入開羅，

而反對派則繼續對穆爾西施壓，他們稱部分條文將給
予伊斯蘭教士監督立法過程的權力，也會限制言論自
由、兩性平等和其他自由。支持和反對穆爾西憲法
聲明的兩派分別決定本周五、周六舉行百萬人抗議示
威。

分析人士指，埃及制憲委員會匆忙通過新的憲法
草案，無疑是希望以此緩解埃及民間對總統穆爾西的
反對情緒。但埃及社會已經撕裂，新憲法很難彌合總
統代表的穆斯林勢力與基督徒、世俗派之間的矛盾。

▲11月29日在倫敦，民眾示威抗議 「利維森報告」
法新社

【本報訊】據共同社 11 月 30 日消息：日本 「國
民生活第一黨」黨首小澤一郎批評自民黨在競選綱領
中提出擁有 「國防軍」，以及日本維新會黨首石原慎
太郎主張開展核武研究等言論。小澤一郎說，如果放
任不管，下屆政府將成為極度危險偏激的政府。

此外，針對如若當選是否會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
，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在 11 月 30 日下午舉行的
10個政黨黨首眾院選舉公開辯論會上表示，該問題還
需要考慮。

安倍在辯論會上表示，關於過去就任首相期間未
參拜靖國神社一事，安倍稱感到 「極為痛悔」，暗示

再任首相時有意考慮參拜。他說： 「上個月，我終於
實現了參拜的願望」，安倍聲稱，靖國神社在日本的
土地上，作為日本首相，去還是不去參拜，這是自由
，但需要考慮。

不過，圍繞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安倍在 11 月 30
日的辯論會上並未直接作出 「去參拜」的回答，他最
後僅表示 「我只能回答這些」。

此前，安倍晉三在其就任黨首後不久的 10 月
17 日參拜了靖國神社。自民黨內有意見認為，這將
對日本經濟造成打擊，對新總裁的強硬路線表示擔
憂。

批日極右言論 稱放任不管很危險

小澤：新政府將極度偏激

▲美國總統奧巴馬（右）與羅姆尼11月29日
在白宮會面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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