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購X波段雷達監視中朝
大選在即 華飛機巡釣島成熱點

平壤15萬人集會 慶光明星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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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韓聯社及美聯社14日
消息：朝鮮 12 日成功發射第二顆 「光明
星 3」號衛星，14 日在平壤金日成廣場，
約有 15 萬軍民在冷天中集會，慶祝該國
的巨大勝利。朝中社則報道稱，最高領導
人金正恩親自下令發射衛星，並觀看了全
程。

「將發射更多衛星」
當天，有約 15 萬民眾集會慶祝這一

「顯示先軍朝鮮綜合國力的五千年民族歷
史上的大喜事」。朝中社報道稱，朝鮮已
完全掌握了征服宇宙的鑰匙，朝鮮科技
工作者將國家和平利用宇宙空間技術提升

到新階段，向世界顯示先軍朝鮮的無窮力
量。

「光明星3」號由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
恩親自下令發射，並觀看了發射全過程。
金正恩表示，成功發射衛星向國內外表明
朝鮮行使和平利用宇宙權利的堅定立場，
今後將繼續發射更多衛星，用以幫助朝
鮮在科研、通信及經濟等多個領域的發
展。

韓：朝核試可能性大
另一方面，韓國統一部長官柳佑益 14

日稱，朝鮮發射遠端火箭後進行第三次核
試驗的可能性較大，從目前的各種情況來

看，朝鮮核試驗的準備已經取得了很大進
展。

韓國 14 日成功打撈 「銀河 3」號火箭
殘骸，該殘骸長 10 米、直徑 1.6 米，重 32
噸，初步推定是第一節火箭的燃料箱。韓
國國防部高層官員14日表示，將構建朝鮮
火箭聯合調查團，正式着手分析打撈的火
箭殘骸。

韓國軍方相關負責人表示，因為一級
火箭引擎捆綁了 4 個 「勞動-B」號火箭引
擎，從中可了解到 「舞水端」導彈的相關
資訊。在進行精密分析後，可掌握火箭燃
料的成分、火箭箭體材料、一級火箭推進
器的推力技術等資訊。

日本政府 13 日緊急決定，購買美國移動式早期警戒雷達 「X 波
段雷達」，部署在釣魚島附近的九州地區，以監控中國低空飛行飛機
，以及中國與朝鮮的導彈。

野田政府再挨轟
在大選日進入倒計時 2 天之際，日本各黨黨首 14 日在各地街頭

發表演說，奮力拉票。首相野田佳彥在愛知縣街頭演講中，沒提中國
飛機的問題，因此受到最大對手──自民黨的批評。

自民黨幹事長、前防衛大臣石破茂在兵庫縣姬路市街頭演講中說
，自衛隊的雷達周四沒能探測中國飛機的行動 「是極為重大的問
題」。

而自民黨的同盟公明黨也加入批評野田的陣營。公明黨代表山口
那津男在茨城縣街頭演講中說，民主黨執政期間 「朝鮮的導彈飛來了
，中國飛機、中國船也來了，外交豈不是搖搖晃晃！」

日本傳媒、輿論對中國飛機進入釣魚島上空的意圖議論紛紛，普
遍的看法認為，中國在海監船巡邏釣魚島海域已成常態的基礎上，開
始進一步顯示立體巡邏釣魚島的強硬態度。

九州部署X波段雷達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關係人士稱，日本政府和美國政府

13日已經最終達成了購買美軍 「X波段雷達」的決定。這款
雷達可能將配備於九州地區的日本航空自衛隊基地。

針對 13 日中國海監機進入釣魚島領空、日方出動飛機
攔截一事，日本自衛隊統合幕僚長（相當於總參謀長）岩崎茂
13日表示，自衛隊雷達未能捕捉到中國飛機進入日本領空的
信息「令人遺憾，將採取措施防止類似情況再次發生」。

此前，美軍已在日本青森縣部署了一部X波段雷達，美
日一直商討在日本南部再部署一部，稱能起到補充作用。美
國國防部首席副部長希克斯表示， 「這次部署的核心是為了
提高我們兩國的防禦能力，它也可以幫助美國部署部隊和有
效地保護美國本土不受朝鮮彈道導彈的威脅」。

增派預警機監視釣島
日本政府14日還宣稱，已經加強了對釣魚島附近空域的警戒監

視。日本計劃增加機載預警和控制系統（AWACS）飛機以及 E-2C
預警機的飛行，防止出現監控漏洞。

據報道，AWACS飛機能夠從空中通過雷達識別飛機，且具備指
揮己方戰鬥機等管制功能。日本政府在靜岡縣的濱松基地部署了4架
。在青森縣的三澤基地，則部署了13架能探知低空機體的E-2C。

防衛省已經在2013年度預算的概算要求中計入7000萬日圓（約
合港幣649萬元）的部署費，作為E-2C在沖繩縣那霸基地日常使用
的經費。不過，部署工作預計要到2015年度結束前才能完成。因此
目前採取AWACS飛機和E-2C配合的方法，安排其更多地在釣魚島
周邊飛行等，執行監視任務。

【本報訊】據路透社東京十四日消息
：日本14日公布多家媒體的聯合民調顯示
，保守派自民黨將在星期日選舉中大獲全
勝，鷹派前首相安倍晉三將重新掌權，並
有可能結束日本的政治僵局。

《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和《日
經》星期五的民意調查顯示，自民黨將在
權勢極大、共有 480 席位的眾議院中大勝
。若與公明黨聯手，自民黨甚至有可能獲
得 2/3 的大多數地位，從而打破了政策制
訂方面的僵局，這僵局自2007年以來就使
日本寸步難行。

在大選前數天，仍有 30%至將近 50%
選民未決定好投票支持誰。專家說，這並
不會太影響大選趨勢，儘管投票率可能比
上次2009年眾議院選舉的69.28%低。

選民猶豫不決的原因包括日本政壇碎
片化，導致各種政黨崛起，有些政黨僅成
立數周。另一個原因是主要政黨之間的政
策差別不是很清晰。東京大學前田幸雄說
： 「與過去兩次眾議院選舉不同，今次選
戰的要點不是很清楚，因此選民搞不大明
白。」他說： 「但是，除非發生不管是好
的或壞的大新聞，否則未來數天內情況不
會突然轉向特別有利於某一政黨。」

調查顯示，首相野田的日本民主黨可
能贏得不足70個席位。這將是該黨自1998
年成立以來最糟糕的表現。新成立的右傾
政黨日本維新會，正在掙扎中，有可能贏
得不足50個席位。

自民黨如果在星期日勝出，將預示着
政府將在領土糾紛中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
，還將奉行不顧去年福島核災難而繼續支
持核能的政策，以及將大幅放寬銀根和大
幅增加開支，以結束持續的通縮和軟化強
勁的日圓。

【本報訊】據法新社東京 14
日消息：日本即將在 16 日舉行的
眾議院選舉中，人口比例較低又被
排除在外的年輕人，幾乎不會去票
站投票。

日本的選舉活動將社交媒體排
除在外，也幾乎沒有做出發動他們
投票的努力。在日本老齡化的人口
結構中，日本年輕人的數量被老年
人大大超越。14 日的民調顯示，
自民黨在 16 日的大選中極有可能
獲勝，他們的支持者主要來自鄉村
的老年人。

評論家表示，在日本這個人口
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主流政
黨比如自民黨沒有動力去迎合年輕
人。17 歲的高橋司說： 「單人的
投票不會改變任何事。許多人都是
這麼想的，因此年輕選民的數量如
此之少。」

根據投票規則，那些敢於橫越
數字鴻溝的政治家，必須在拉票活
動正式開始後凍結他們的 Twitter

帳號。選舉法將所有出現在屏幕上
的東西看做是傳單，而他們對於候
選人可以製作多少傳單又是有限制
的。

依據政府數據的計算表明，在
上一次大選中選民的平均年齡是
54.2 歲。而在 20 多歲的合資格選
民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前往投票
，相比之下，60 多歲的選民中有
85%的人前往投票。

游說團體 「年輕人宣言」的成
員、36 歲的高階日和說： 「日本
的許多系統都不可持續了，正在崩
塌，但是他們沒有做出改變。這背
後的是 『銀色民主』，老人的聲音
在政治中得到最大體現。」

在日本時尚潮流區澀谷，21
歲的學生三千代說，政治家難以理
解她們這一代人。她說： 「我們不
投票的其中一個理由是我們沒有信
息。我們不知道他們說了些什麼。
當他們告訴我們的時候，我們也並
不真正明白他們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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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交東海劃界案宣主權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美聯社 14 日消息：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 14 日代表中國政府向聯合
國秘書處提交了東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陸架
外部界限劃界案。美國媒體稱中國此舉旨在宣示主
權。

該劃界案指出，地貌與地質特徵表明東海大陸

架是中國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沖繩海槽是具有顯
著隔斷特點的重要地理單元，是中國東海大陸架延
伸的終止。中國東海大陸架寬度從測算中國領海寬
度的基線量起超過200海里。

劃界案同時明確，提交該劃界案不影響中國政
府以後在東海或其他海域提交其他外大陸架劃界案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大陸架界限委員會
議事規則》和《大陸架界限委員會科學和技術準則
》有關規定，大陸架超出200海里的沿海國應將其
大陸架外部界限的信息提交《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設立的大陸架界限委員會。

今年9月，中國政府決定向大陸架界限委員會
提交東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陸架外部界限劃
界案。

美國媒體稱，中國此舉旨在強調主權所有，但
效果可能並不如人意。聯合國秘書處由地質學家組
成，他們會評估地理標示，但並沒有職權解決領土
糾紛。中國向聯合國秘書處提交的界限劃界案，是
中國處理糾紛方法之一。中國還派遣海監船隻在釣
魚島海域附近巡航，周四更是首次派出海監飛機出
現在釣魚島空域。

【本報訊】綜合共同社、日本新聞網及英國BBC網站14日報道：中國海監飛機13日上
午飛入釣魚島附近上空，卻未被日本自衛隊的雷達發現，此事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極大震驚。
在12月16日眾議院選舉投票日來臨之際，中國飛機巡航釣島也成為競選的一大熱點。

▲中國海監飛機13日首次在釣魚島領空巡航
美聯社

▲▲ 美國移動式早美國移動式早
期警戒雷達期警戒雷達 「「XX
波段雷達波段雷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民調料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所在
的民主黨可能在周日的眾議院選
舉中大敗 資料圖片

▲11日在東京街頭，自民
黨總裁安倍晉三演說拉票

美聯社

▲14日在東京，一名男孩在模擬眾議院選舉
中投票 法新社

▲14日在平壤，約15萬朝鮮軍民集會慶祝 「光明星3」 號衛星發射成功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