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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已在首都東京內外及沖繩等 7 處地方部署了
「愛國者-3」號地對空攔截導彈，並將 3 艘搭載海基

型導彈攔截系統的宙斯盾艦部署在東海等相關海域，用
雙重防禦構成「導彈」攔截體系。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 7 日到訪已部署 「愛國者-3」
的防衛省。野田向自衛隊人員說： 「如果 『導彈』發
射了，我希望你們冷靜、果斷地行事，以保障日本人
民的生命、財產和安全。」日本防衛相森本敏同日也
向自衛隊下達命令，指如果朝鮮 「導彈」碎片墜落日
本境內時，以導彈防禦系統予以攔截的 「摧毀措施命
令」。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爾 6 日透露，美國
已派出裝有反導彈系統的驅逐艦 「非常密切」地監察
朝鮮，處理手法與朝鮮 4 月發射 「導彈」時相似。據
悉，配有宙斯盾的美國海軍驅逐艦 「班福特」號和
「菲茨傑拉德」號，已奉令在朝鮮發射前進駐相關海

域。洛克利爾還說，美軍亦會追蹤任何可能自火箭掉
落的偏離部分。

衛星圖顯示大雪拖慢進度
針對朝鮮火箭的發射時間，雖然朝鮮媒體 5 日宣

稱朝鮮已完成火箭安裝工作，但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美朝關係研究所的 「38 線以北」網站 7 日表示，最
新衛星影像分析顯示，朝鮮西海衛星發射場的準備工
作進行速度較 「先前報告的慢」。

「38 線以北」網站說，
根據衛星公司GeoEye公

布的衛星圖像，1日的圖像顯示火箭仍沒有上發射台，
但4日則可看到朝鮮方面正在部署。

圖像分析經驗專家韓森稱，3日下雪可能導致發射
現場的工作暫時擱置。朝鮮在 4 月份花了更長時間，
即 4 天才把一枚同類火箭部署好，根據衛星圖像作出
的分析，與韓國媒體的說法有出入。

不過，分析人士稱，有了上次部署經驗，朝鮮這
次只需在發射前兩三天時間就可以把火箭放置在發射
台上，即有可能在 8 日前就完成部署工作，因此朝鮮
仍有可能在10日發射。

發射場燃料庫或注入燃料
韓國政府一位消息人士 7 日透露，朝鮮西海衛

星發射場內燃料庫發現有人員和車輛出入頻繁，據
此判斷，朝鮮或從 8 日開始對火箭注入燃料，
隨後按照當地天氣條件等因素確定發射日期。

另一個說法稱，因為擔心氣候可能會影響
發射，朝鮮可能選擇一個為時12天的發射期。
首爾建國大學航天教授李昌軫說，可以在下雪
時發射火箭，但閃電、強風和冰凍天氣可能形
成阻礙。 「38線以北」編輯維特說，因為擔心
冬天發射的技術風險較高，朝鮮採取了相關預
防措施。

根據氣象預測，朝鮮預定發射日第一天
（10 日）將是陰天，12 日天氣情況會良好
，也有可能在金正日去世1周年的17日上午
7時至8時30分之間發射火箭。

【本報訊】據法新社首爾7日消息：
韓國周五敦促朝鮮償還過去有關糧食援助
的數億美元債務，並猛烈抨擊朝鮮當局，
將匱乏的資源浪費在測試 「導彈」 上。

在2000年到2007年間，韓國以低息
方式提供朝鮮近260萬噸糧食，價值7.2億
美元，分20年6期償還。

韓國統一部表示，首期583萬美元6月
就到期了，但朝鮮並未償還。統一部發言
人金炯錫說，韓國國營進出口銀行已通知
朝鮮外貿銀行，警告將收取逾期罰款。

金炯錫表示： 「朝鮮不還債，領導階
層還計劃在人民糧食短缺時發射 『導彈』
。那是在浪費可養活人民好幾年的錢。」

根據韓國統一部周四發表的報告，估
計2012年朝鮮在遠程 「導彈」 上耗費了13
億美元。

除了糧食援助之外，韓國也向朝鮮提
供了價值1.4億美元的鐵路及公路建設裝備
和材料，另外還提供8800萬美元發展照明
業和開發自然資源。

自從總統李明博上任之後，韓國停止
向朝鮮援助糧食和肥料，使得韓國對朝鮮
實施的 「陽光政策」 中斷長達5年。 【本報訊】據法新社7日消息：正值平壤

準備紀念朝鮮前任領導人金正日12月17日逝
世一周年之際，韓國媒體7日援引消息人士說

法稱，朝鮮已經將金正日的遊艇放入他的陵墓
之中，為此還特意修建了運送的鐵路。

據悉，朝鮮將金正日的部分財產彙集在了
安置金日成遺體的平壤錦繡山紀念宮。韓聯社
援引不具名韓國官員消息7日稱，金正日遺體
將擺放在金日成遺體的旁邊，目前金正日遺體
的防腐處理已經完成。

為了將遊艇運到錦繡山紀念宮，朝鮮將遊
艇從東部港口元山港繞着朝鮮半島航行1500海
里到達西部港口南浦港，然後又經陸路運輸了
44公里到達平壤。在運輸過程中，電力中斷，
修建了一條臨時鐵路，陵墓的部分牆被推倒，
以便遊艇進入。

2009年，意大利根據安理會禁止朝鮮進行
奢侈品交易的決議，扣押了兩艘傳說買家為金
正日的遊艇，價格達1300萬歐元。

【本報訊】據中央社6日消息：美軍太平洋司
令洛克利爾6日在國防部舉行記者會表示，中國興
建航空母艦的問題在於能否融入全球安全體系，
如果中方不在該體系之內，則美國必須對中國擁
有航母表示關注。

洛克利爾指出，站在中國立場，目前經濟狀
況看來，中方必須保護在國際間的安全與利益，
所以會考量興建數艘航空母艦。美方必須思考的
是，其實各國都有航母，中方
是否能夠融入國際安全平台的
問題。

他表示，中國必須扮演維
持全球和平的角色，如果中方
置身國際安全環境之外，美國
必須關切中國擁有航母。

美方希望中國是國際安全
體系的一員，並在美中軍事交
流下，盡力將中方納入全球安
全架構，發揮正面作用。

對於未來美中軍事交流的發展
，洛克利爾指出，美中在軍事上進行坦承公開對
話，雙方不時磋商，兩國在有機會合作範圍內預
定交流活動，目前看來能夠達成目標，美軍太平
洋司令部和中國解放軍已訂定操練安排。

他說： 「已向中方高級軍事官員致信祝賀，
希望雙方持續良好與公開對話，美中皆有責任維
繫友好關係，對亞洲和全球安全都有好處。」

美冀華航母納國際安全平台美冀華航母納國際安全平台

【本報訊】綜合日本共同社、《日本新華僑報》6
日消息：美國能源部下屬核軍工管理局（NNSA）6 日
宣布，已於5日在西部的內華達州進行了不涉及核爆炸
的 「亞臨界核試驗」。這是美國政府時隔1年零10個月
再次進行類似試驗，曾經受美國核武器襲擊的日本廣島
、長崎兩市對此反應激烈。

NNSA局長達戈斯蒂諾發表評論稱， 「實際上不用
進行地下核試驗，亞臨界核試驗有助於維持本國擁有的
核武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這是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的第4次 「亞臨界核試驗
」，上一次是在2011年2月，此舉表明美國在提倡實現
「無核武世界」的同時仍堅持擁有核武器。

廣島市市長松井一實表示， 「不知道曾聲明創造無

核世界的奧巴馬總統，是出於何種考慮才進行這次試驗
的。作為被核武器傷害過的地方，廣島市將根據民意考
慮今後的對應方針」，決定於近日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

長崎市 「核武器受害者協會」事務局長山田拓民表
示， 「這完全是美國的一種威懾行為，但是無論說多少
次他們也不了解核武器受害者的心情。」

「亞臨界核試驗」通過引爆高能炸藥使鈽受到衝擊
，在不引發核裂變鏈式反應的範圍內獲取相關數據。由
於該試驗對計算機技術要求較高，目前只有美國、俄羅
斯、英國和法國等少數國家擁有這種能力。

美國的 「亞臨界核試驗」自 1997 年來已進行了 27
次，NNSA強調在本次試驗中得到了比以往更為珍貴的
數據資料，因此試驗很 「成功」。

美再進行亞臨界核試驗美再進行亞臨界核試驗

傳金正日遊艇被放進陵墓

韓籲朝鮮盡快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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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共同社、韓聯社7日消息：為了應對朝
鮮將於10日至22日發射的 「衛星」 ，日本政府7日向自衛隊下達命令，如果朝
鮮火箭碎片威脅到日本領土，可將其擊落並摧毀。美國太平洋艦隊6日派出兩
艘配置反導彈系統的驅逐艦前往朝鮮火箭可能經過的海域。美國一個智庫7日
根據最新的衛星照片指出，近日的大雪可能影響朝鮮的發射進度。

▶美國希望中國航母可融入
國際安全平台，圖為中國第
一艘航母 「遼寧艦」

資料圖片

▼衛星公司GeoEye4
日的衛星圖像顯示，
朝鮮西海衛星發射場
被大雪覆蓋 美聯社

◀美國驅逐艦 「菲
茨傑拉德」 號

資料圖片

◀美國驅逐艦
「本福爾德 」
號 資料圖片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77日到訪日到訪
已部署已部署 「「愛國者愛國者-3-3」」 號攔截系號攔截系
統的防衛省統的防衛省 法新社法新社

日下攔截日下攔截

▲2009年，意大利扣押據傳買家為
金正日的遊艇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