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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朝鮮日報》6日消息：隨着朝鮮遠程火箭 「銀河
3號」組裝完畢，以韓國為首的美國、日本、中國以及俄羅斯等周邊
國家的情報大戰正式展開。其中韓國軍隊將強化與美軍的聯合監測
態勢，並且大舉投入各種高尖端設備，形成海陸空交叉的立體監控
體系。

韓國軍隊相關負責人5日表示， 「將全面動員陸、海、空軍的監
測設備來掌握朝鮮火箭發射的動向以及發射軌道」。

目前韓國軍隊正在通過美軍軍事衛星對朝鮮 「銀河3號」衛星發
射基地朝鮮平安北道東倉里西海衛星發射場進行24小時的實時監控
。朝鮮從上周末開始將1級火箭固定在發射台上、5日之前火箭組裝
完畢的消息也是以這樣的視頻資料為基礎掌握的。

同時，韓國軍隊還把從以色列引進、可監測500公里的 「綠松雷
達」配置到實戰中，在陸地範圍對西海衛星發射場進行監控。在朝
鮮2009年以及今年4月的火箭發射中首次探測朝鮮火箭的宙斯艦，
也被投入到了監測中。

空軍還將在今明兩天將空中預警機 「和平之眼」投入到實戰配
置當中。 「和平之眼」配備了電子陣列掃描（MESA）雷達，可以進
行24小時的實時監控。

目前正與韓國軍隊一起實施聯合監測體系的美軍也已經提升了
情報監測的等級。宇宙上空的美軍軍事衛
星已經加入集中監測體系，停靠在夏威夷
的 「眼鏡蛇球」偵察機也已集結在沖繩和
嘉手納基地待命，而 「眼鏡蛇球」偵察機
正在韓國西海上空執行偵察任務。

同時，日本與美國早前宣布合作的
「X-band」雷達，已經準備配置到日本

的南部青森縣，監測距離為 4000 至 5000
公里。日本海上自衛隊也緊急調派了數艘
宙斯盾艦前往東海和濟州島南方的公海。
中國和俄羅斯也都派遣了宙斯艦和偵察機
密切注視朝鮮動向。

追蹤朝星引情報大戰

韓國《朝鮮日報》引述消息人士的說法透露，金正恩日前表
示首要任務是保護其人身安全，並指示對 「1號活動（金正恩出席
的活動）」要嚴格保密。自此之後， 「1號活動」現場周邊開始出
現配備自動步槍、手榴彈的重武裝兵力，同時還部署了將重火力
裝入黑色長袋的便裝警衛人員。

在 「1號活動」現場周邊，保衛人員限制車輛和人員出入，甚
至沒收行人的手表和香煙，手機也不能使用。據悉，7月26日金
正恩出席紀念 「戰勝節」59周年的牡丹峰樂團演出時，平壤市區
的所有手機在下午1點至6點都沒有信號。

朝鮮還採取了針對群體性事件的措施，如緊急購買外國警察
使用的鋼盔、防彈背心、道路封閉工具和催淚彈等鎮壓示威的裝
備。

新設監視員速成班
此外，人民軍保衛司令部最近在其下屬 4 年制的保衛大學，

新設了 3 至 6 個月課程的監視員速成班。韓國的外交消息人士說：
「金正恩馴服軍隊的措施引發很大不滿，所以需要更多監視人員。」

有意見認為，朝鮮的上述異常動向與普通居民乃至黨、政、
軍精英階層對金正恩的不滿有關，目前朝鮮 「紀律鬆弛，有令不
行的情況在增加」。

金正恩在 4 月將非軍人出身的崔龍海擔任軍方最高職位後，
軍方對崔龍海任人唯親的做法很不滿。朝鮮勞動黨元老們也認為
金正恩人事任用無原則和指示隨性，感到非常不滿。據悉，他們曾在
秘密聚會上說：「毛頭小子（金正恩）不知道現實情況，瞎指揮。」

金正恩自 6 月起大力推動的經濟改善措施觸礁，原因就是擔
心既得利益被剝奪的政治局委員們反對。消息人士還說，朝鮮的
高級幹部們認為金正恩的指示 「不具現實性」予以無視，下面的
黨和內閣的幹部們只觀望、不作為，一門心思琢磨賺錢。

美韓擬對朝實施金融制裁
韓國政府高官 6 日透露，針對朝鮮發射 「導彈」，韓國和美

國日前已開始研究在聯合國安理會實施制裁的同時，另行制裁朝
鮮，範圍將涉及金融、船舶停靠等方面。

美國似乎有意採取與對伊朗實施的金融制裁類似的制裁手段
。美國當時把伊朗中央銀行持續交易的金融機構排除在美國金融
市場之外，從而凍結其資產。

美韓兩國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查明朝鮮政府及個人在海外金融
機構開設的假名帳戶，預計將迫使這些金融機構凍結相關帳戶。
此外，美國還考慮禁止停靠過朝鮮的船舶在美國港口停靠。

韓國外交部長金星煥 6 日表示，韓國政府也在與中國方面討
論對朝鮮制裁方案，但他強調還在持續討論中。

金正恩防內部生變金正恩防內部生變
調百輛裝甲車護駕調百輛裝甲車護駕

【本報訊】綜合《朝鮮日報》、韓聯社、
共同社6日消息：韓國媒體援引熟悉朝鮮內部
情況消息人士的說法稱，朝鮮在現任領導人金
正恩的官邸和別墅等30多個專用設施部署100
多輛裝甲車，並大幅加強了專列站台（ 「1號站
台」 ）周邊的安全保衛力度。據悉，金正恩非
常擔心朝鮮內部發生突發事件。

【本報訊】據路透社東京6日消息：日本多家
媒體6日發表最新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最大在野
黨自民黨有可能在 16 日的國會選舉中取得穩固的
大多數議席，無須聯合第三黨派就能獨立組閣。

早前的民意調查顯示，自民黨雖然支持率領先

，但可能需要連同公明黨的支持才能取得大多數地
位。

但是，包括《朝日新聞》、《讀賣新聞》、
《日本經濟新聞》和共同社多家新聞媒體的最新民
意調查顯示，在480個眾議院席位中，自民黨可奪
取257至306個席位。

民主黨或淪為小黨
民意調查顯示，現時的執政黨民主黨可能會失

去該黨現時在眾議院的一半或以上席位。首相野田
佳彥領導的民主黨，現時擁有230個議席。但民調
顯示民主黨獲得的議席均不會超過100席。《朝日
新聞》的分析是81人當選，《讀賣》稱40人當選
，《日經》稱100人左右，共同社的分析數據是69
人。這意味着，民主黨不僅會失去政權，而且還會
淪為小黨。

由大阪市長橋下徹和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組成的右翼政黨日本維新會，可能會獲得約 50 個
席位，自民黨的盟友公明黨將贏得25至31席，有

約40%選民尚未決定投誰。
雖然自民黨有可能獨立組閣，但自民黨並不會

因此拋棄公明黨。因為參議院現時由民主黨把持，
如果自民黨與公民黨結盟，就組成超過三分之二議
席的聯盟，有權推翻參議院的決議。

現在離大選只剩 10 天，如果沒有特別的變故
，自民黨在大選中獲勝可成定局。自民黨總裁安倍
晉三將取代野田佳彥，成為日本下一屆新首相。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庫爾蒂斯說： 「民調顯示，
這次選舉與三年半前那次選舉差不多。在那次選舉
中，選民決定不要自民黨了，因此他們選民主黨，
儘管他們對民主黨期望並不是特別高。現在，他們
決定不要民主黨了，這意味着自民黨將大勝，但是
選民無論是對自民黨還是對自民黨領袖安倍都沒有
太大熱情。」

鷹派的安倍贊成對日本央行實行改革，並承諾
將在東海島嶼主權糾紛中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放
寬已有 65 年歷史的日本和平憲法中對軍隊的限制
，以及重寫日本戰時的歷史。

BBC再爆猥褻兒童醜聞
【本報訊】據美聯社倫敦5日消息：英國警方周三宣布，英國

廣播公司（BBC）一名82歲的主播被控涉嫌與上世紀七、八十年
代發生的數起猥褻案有關。

BBC著名的體育和遊戲節目主播斯圖爾特．豪爾，5日在其位
於英國西北部城市柴郡的家中被警方拘捕，警方懷疑他與之前發生
的幾起強暴及猥褻事件有牽連。

他隨後被指控對3個女孩有猥褻行為。根據警方的資料，事件
發生於1974至1984年間，當時那些女孩最小的只有9歲，年齡最
大的也不過16歲。

BBC方面表示，警方在調查此案期間，豪爾將會暫停在BBC
的工作。豪爾已經在業界打滾50年，去年還因在其廣播界和慈善
工作上的貢獻受到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嘉獎。

檢控官稱，豪爾已被保釋外出，會在明年1月7日出庭。警方
補充說，豪爾被保釋時，他之前被控的強姦罪和另一項猥褻罪已經
被撤銷。

蘋果擬在美生產Mac
【本報訊】據法新社紐約6日消息：科技巨頭蘋果公司總裁庫

克6日宣布，蘋果計劃將部分在中國的生產線遷回美國國內，投資
金額高達1億美元，旨在提升本土高科技產品產量。

庫克周四接受美國NBC電視台和彭博商業周刊訪問時表示，
蘋果家用電腦 Mac 的其中一條生產線會變成只在美國本土生產，
但沒有透露是哪條生產線和生產的地點。

庫克說， 「我們明年將部分生產帶回美國。這並不代表蘋果會
全部自己生產，但我們會跟別人合作，也會進行投資。」他還透露
，其中一條 Mac 機器生產線將變成純美國製造，印證了科技博客
早前的傳言稱，Mac機會出現 「美國組裝」的字樣。

蘋果的 iPhone 和 iPad 有多個部件在美國生產，包括在肯塔基
生產的顯示屏。庫克指出，蘋果多年來一直都在拓展本土生產。當
被問及為何不把所有的生產線撤出中國時，庫克強調，這其實與價
格無關，更重要的是工人們的技能。庫克希望，新舉措可以帶動其
他美國公司將生產帶回本土。

民調指日自民黨將大勝
或可單獨組閣 無須與第三方結盟

▲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 法新社

▲BBC主播豪爾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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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導彈攔截系統的日本海上
自衛隊的宙斯盾驅逐艦 「妙高」
號（左）和 「金剛」 號在佐世保
海軍基地待命 法新社

【本報訊】據日本共同社6日報
道：日本新駐華大使木寺昌人（見圖
）6日接受專訪，在談及中日關係新
局面時，木寺昌人表示，對日本新政
府而言，對華外交十分重要，應以整
個日本的力量來開展。

木寺昌人說，目前中國領導層剛
進行換屆，這對於中國今後5年是非
常重要的節點。他表示，將認真關注
中國對日政策。

目前，日本即將舉行眾院選舉，
木寺昌人表示，日本也即將誕生新的
政府，不管是怎樣的政府，對華外交
都非常重要。他認為，應該以整個日
本的力量來開展對華外交，他作為大
使也將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

木寺昌人說，外交的世界沒有魔

術或者奇迹。政治領域出現問題，只
有堅持不懈地去努力解決。雖然今後
不能排除出現不同的新問題，但他必
須懷着誠意進行解釋說明。

他說， 「說起中國，我腦子中浮
現的是孫文（孫中山）。我是 10 月
10 日出生的，雖然我父親不是中國
問題的專家什麼的，但 1911 年的那
天中國一個叫武昌的地方爆發了辛亥
革命。我的名字 『昌人』中的 『昌』
就取自 『武昌』。這是我父親這樣解
釋的，這是個緣分，因此我對孫文一
直比較感興趣。」 「我母親今年 85
歲，她是在大連出生的。如果能去一
次母親出生的地方，我會非常高興。」

現年 60 歲的木寺昌人 1976 年進
入外務省工作，曾任國際協力局長、

官房長。2012年9月起擔任內閣助理
官房長官。由於候任駐華大使西宮伸
一突然因病去世，日本政府決定啟用
木寺昌人出任駐華大使。

曾有質疑認為木寺昌人本身沒有
太多對華經驗，並非外務省的知華派
出身，木寺昌人說，儘管自己對接任
駐華大使一職感到驚訝，但也覺得是
緣分。既然接受了那就要為改善日中
關係全力以赴。

他強調說，自己有關中國的經歷
有限，但是會盡力理解中國，盡量多
接觸中國人，希望當大使後能被人說
「木寺大使怎麼這麼喜歡中國啦」。

木寺昌人補充說， 「前任駐華丹羽宇
一郎大使在中國走訪了 26 個省，親
自實踐草根交流。雖然因釣魚島所處

情況令人遺憾，但他已經盡力，我也
將在他的基礎上繼續努力。」

有分析稱，木寺昌人雖然缺乏對
華事務處理經驗，但因擔任過國際合
作局局長的經歷，擅於協調多國之間
的關係。日本政府選中木寺昌人的目
的也正是希望木寺可以發揮其協調能
力，致力於改善當下的中日關係。

日本新駐華大使：
名字源於武昌 母親生於大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