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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蒂辭職 意明年2月大選

暫緩派公務員駐釣島

身為自民黨總裁的安倍22日稱，日中關係是極為重要的
雙邊關係之一，將為使兩國關係 「回到戰略互惠關係出發點
」而努力。日媒指出，安倍希望對華採取靈活的態度，致力
於改善因釣魚島所謂 「國有化」而惡化的雙邊關係。

聯合政府分歧嚴重
自民黨在此前的競選綱領中提出，將派遣公務員常駐釣

魚島。針對此事，安倍22日在前往山口縣祭拜先父安倍晉太
郎時向記者表示： 「今後將進行討論，這點沒有改變。」不
過多家日本媒體均報道，安倍顧及中方反應，已初步決定暫
時推遲實施這一措施。

安倍此前因考慮到韓方情緒，已決定政府不主辦 「竹島
日」紀念活動，並派前財務相額賀福志郎作為總裁特使原計
劃周五出訪韓國。但韓方以新總統朴謹惠選後行程忙碌為由
，將特使行程推遲下周。安倍尚未上台執政便接連軟化態度
，調整中韓兩國關切的政策，此舉或旨在消除其 「鷹派」印
象。日本保守派可能會批評其違反競選綱領。

就釣魚島派駐公務員問題，已經決定在下周建立聯合政
府的自民黨與公明黨內部出現意見分歧。22日在日本電視台
的節目中，兩黨幹部就此議題展開針鋒相對的爭論。自民黨
前外務副大臣小野寺五典表示： 「將來為了以防萬一還是必
須考慮向尖閣諸島派駐海上保安官。」對此，日本公明黨代
理幹事長齊籐鐵夫當場表示反對，他說： 「應避免因改變現
狀而激化國際爭端。」

外交由強硬轉向務實
與此同時，日本商業報章《日本經濟新聞》22日報道，

安倍21日決定，明年1月派自民黨副總裁、日中友好議員聯盟
會長高村正彥作為特使訪華，並向中方轉交安倍的親筆信。高
村在中國政界擁有廣泛人脈。該報道分析，「安倍派遣黨內二把
手作為特使訪華是為了表明重視對華關係的姿態」。

安倍在勝選後的首次廣播訪問時曾說，釣魚島的主權沒
有妥協空間。他形容那是「日本的固有領土」，還指北京有責
任改善雙邊關係。安倍對同北京的經濟聯繫表現友善，但
他也強調有需要同其他國家建立關係。分析家認為，這些表態
有一部分只是競選語言，安倍上台後將轉為採取務實外交政
策。

中日船機釣島對峙
日本防衛省22日發布消息稱，中國國家海洋局一架Y12

巡邏機當天早上出現在距釣魚島以北約120 公里處。日本航
空自衛隊從沖繩那霸基地緊急出動F-15戰機，中方飛機後向
東，再向北遠離，未進入 「日領空」。

12月21日，正在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毗連區巡航的
中國海監 50、83、111 船編隊，於 9 時 25 分許進入釣魚島領
海內開展維權巡航。這是自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束後，首次有
中國船隻巡航釣島領海。

當天，中國海監船對進入釣魚島領海的日本海上保安廳
PLH06、PLH22、PL10、PL66、PL68、PL127 等日方侵權船
隻進行了喊話，嚴正聲明了中國政府立場，要求日方侵權
船隻離開釣魚島領海。期間，日本海上自衛隊 5084 號
P-3C 飛機和日本媒體 NHK 直升機 JA91NH 在中國編隊上
空盤旋，中國海監編隊對日方船隻和飛機的侵權活動進行
了取證。

【本報訊】綜合共同
社及法新社東京22日消息
：在競選期間突出鷹派立
場、聲言對華強硬的日本
候任首相安倍晉三22日初
步決定，暫時推遲向釣魚
島派駐公務員，並計劃明
年1月派特使訪華。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中新社22日消息
：意大利總理蒙蒂在任13個月後，當地時間21
日晚間向總統納波利塔諾遞交辭呈。意大利明
年2月將舉行議會大選，屆時蒙蒂是否將投入選
戰，與億萬富翁貝盧斯科尼爭奪總理一職，是
外界關注的焦點。

意大利議會通過政府的2013年預算案後，蒙
蒂21日在總統府向納波利塔諾遞交辭呈並被接
受。直到大選為止，蒙蒂將任看守內閣總理。

預期未來數日，納波利塔諾將解散議會參
眾兩院，他已表示大選最有可能在明年 2 月 24
日舉行。納波利塔諾周六還會諮詢主要政黨的
政治領袖，討論未來的舉措。

蒙蒂的辭職，讓外界再次關注，這位前歐

盟官員是否會在2月的大選中扮演重要角色，是
否以總理候選人的身份參選，或者以黨魁身份
繼續推動改革進程。

參選或失任總統機會
蒙蒂預計在當地時間 23 日召開記者會，

公開他未來的動向。蒙蒂預備支持中間派組織
，該組織會支持他2011年上任以來所實施
的財政政策。

意大利《晚郵報》稱，蒙蒂將
提出雄心勃勃的經濟計劃，以中
間派聯盟非正式領袖身份參選
。蒙蒂的名字不會出現在選票
上，因為他已經是終身參議

員。不過在選後，他仍可獲任命為總理或政府
其他要職。

但是參選對蒙蒂有相當風險，包
括如果無法續任總理，將減低他出
任意大利總統的機會。已經在本月稍
早宣布 「重出江湖」、謀求四度擔任
總理的貝盧斯科尼本周接受電台採訪

時稱，蒙蒂參選這件事在 「道德上
值得質疑」。他強調如果蒙
蒂參加大選，將會夾在左右
翼的交火中，失去其超然立
場。

朝欲開發更大威力火箭
【本報訊】據法新社 22 日消

息：朝中社報道稱，朝鮮最高領
導人金正恩 21 日下令發展更先進
、更大威力火箭。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 21 日
在平壤木蘭館舉行盛大宴會，招
待成功發射第二顆 「光明星3號」
人造地球衛星有功的科技工作者
、工人和幹部。金正恩致賀詞時
表示，朝鮮成功發射衛星展示了
朝鮮強大的國力。他鼓勵科學工
作者更多開發和發射各種實用衛
星和更具威力的運載火箭。

當天金正恩攜夫人李雪主出
席宴會。金永南、崔永林、崔龍
海、張成澤、玄永哲等朝鮮勞動
黨、國家及軍隊的領導幹部一同
參加宴會。

金正恩在賀詞中熱烈祝賀成
功發射朝鮮首顆實用衛星，貫徹
了金正日的遺訓，向全世界顯示
了朝鮮強大的國力。金正恩強調
，要以成功發射第二顆 「光明星3
號」衛星的精神和氣魄，更多開
發和發射通訊衛星等各種實用衛
星和更具威力的運載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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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 22 日消息：
聯合國維和部隊一架直升機 21 日在南
蘇丹遭擊落，機上4名俄羅斯機組員全
部喪生。南蘇丹軍方一開始否認，後來
承認這起事件是由於錯認目標。聯合國
強烈譴責南蘇丹特派團直升機被擊落事
件；俄羅斯則敦促南蘇丹懲罰相關責任
方。

聯合國消息人士稱，這架直升機正
在執行偵察任務，飛行的空域是南蘇丹
政府軍 「蘇丹人民解放軍」（SPLA）
與該國叛軍交戰地帶。南蘇丹軍方發言
人 21 日稱：「在認為是敵機的情況下，
不幸地炮兵單位向這架飛機開火。」他
說： 「對這架飛機開火 15 分鐘後，我
們接到消息說聯合國派出1架飛機。」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21 日強烈譴
責這項行動，發布聲明要求 「南蘇丹政
府立即調查此事，讓下令攻擊者負起責
任」。聲明中稱，該架直升機有 「清楚
標誌」為聯合國飛機。

聯合國安理會及美國政府也雙雙對
南蘇丹行為表示譴責。

【本報訊】據共同社22
日消息：即將於26日就任日
本新首相的安倍晉三，今日
在自己的故鄉─山口縣長
門市，祭拜了父親和外公的
墳墓，向他們報告了自己再
次就任日本首相的喜訊。

當天上午，安倍和夫人
昭惠一起，前往父親、日本
前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的墓
前祭掃，向父親報告了自己
勝利的消息，並在墓前發誓
「將再次擔負重任，此次一
定切實完成使命」 ，表示了
不會 「中途辭職」 的意向。

安倍面對來到墓前的約
150名支持者說道： 「將在
26日的特別國會上被指名為
首相，就要背負起重任了。
」 他指出，日本在經濟、外
交、教育等領域面臨危機，
並強調 「自己的任務就是突
破重圍。」

22日下午安倍還到訪山
口縣田布施町為外祖父、日
本前首相岸信介掃墓，22日
之內返回東京。2006年，安倍
首次擔任日本首相，僅僅一年
，就以患上「精神瘧疾」等身體
健康原因為由而辭職。

安倍祭告亡父：不再中途辭職

【本報訊】綜合共同社及法新社 22 日消
息：美國參議院全體會議21日通過2013財年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國防授權法
案》，法案明確提到釣魚島為《日美安保條
約》適用對象，但並無法律約束力。

當日美國參議院以 81 票贊成、14 票反對
的表決結果通過 2013 財年《國防授權法案》
，加上眾議院20日業已表決通過（315票贊成

、107票反對），法案將送交白宮，等待總統
奧巴馬簽字實施。

該法案包括的涉釣魚島條款和涉台條款
，僅為表明國會意向，並無法律約束力。涉
釣魚島條款聲稱美國對釣魚島主權歸屬不持
立場，但承認日本對釣魚島的 「行政管轄權
」，並重申美國對日本安全的承諾；涉台條
款呼籲美國向台灣地區出售 F-16C/D 或類似

機型的戰鬥機。
此外，日本媒體報道稱，隨着奧巴馬政

府軍事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坐落於西太
平洋中心的關島成為重要戰略基地，美國參
院最終決定恢復移師關島費用以免對該戰略
造成不利影響。報道指參院原本反對將移師
費用計入上述法案，還曾通過將該費用全額
削減的法案。

另外，21 日法案雖獲國會批准，它在白
宮卻 「前途未卜」。由於法案嚴重限制總統
轉移關塔那摩監獄恐怖疑犯的權力，奧巴馬
明確表示如果不刪除相關條款，他將動用總
統否決權，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面對國會
兩黨議員的高支持率，奧巴馬未必真會否決
這一法案。

美通過國防預算案
提釣島適安保條約

安倍遣特使訪華修好

【本報訊】據法新社 22 日消
息：埃及 22 日舉行新憲法草案公
投的第二輪投票已經開始。當局部
署了約 25 萬名警察與士兵，負責
公投期間維持安全秩序。第二階段
的投票當地時間上午8時開始在吉
薩、蘇伊士、塞得港、蓋勒尤卜等
17 個省份舉行，約 2500 萬選民符
合投票資格。

根據埃及總統穆爾西 12 日簽
署的總統令，憲法草案在境內公投
本月 15 日和 22 日按地域分兩個階

段進行，各持續一天。第一階段公
投的支持率為 56.5%，最終結果將
在 22 日第二階段投票後公布。
根據埃及相關規定，若參加投票
者半數以上贊成，憲法草案將獲通
過。

在第二輪投票即將開始之際，
埃及反政府示威者 21 日在北部城
市亞歷山大與政府支持者發生衝突
，造成至少 32 人受傷。當天數千
人在亞歷山大一清真寺附近集會，
高喊口號支持總統穆爾西和新憲法

草案，並與數百名
反政府示威者發生
衝突，雙方互擲石
塊，警方隨即搭建
人牆阻隔衝突雙方
並使用催淚彈驅散
人群。

埃25萬軍警護憲法公投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中央社22日消息
：斯里蘭卡警方22日說，在斯首都科倫坡及周
邊地區抓獲 100 名電信詐騙案犯罪嫌疑人，其
中有4名中國大陸人，96名台灣人。

斯里蘭卡 「每日鏡報」網站報道，當地警

方根據中國警方的情報，21日晚破獲重大詐騙
案，成功搗毀 8 個窩點，逮捕涉嫌利用網絡詐
騙手法洗錢的100名中國人。

斯里蘭卡警察局總部發言人雅耶柯迪表示
，嫌犯利用黑客手法入侵中國內地民眾的網上

銀行帳戶，竊取相關資料後，再假
冒內地警方聯絡被害人，佯稱帳
戶有安全疑慮，要求將存款轉入
指定的「安全帳戶」。嫌犯透過上
述手法，共得手290萬人民幣。

雅耶柯迪說，94名台灣人年
齡介於 20 到 30 歲左右，入境斯
國最久的嫌犯已超過 3 個月。依
當地法律，警方羈押時間不得超
過24小時，因此嫌犯將在今晚移
送法庭審理。

中斯聯手破電信詐騙案拘百華人

▲ 21 日在埃及亞
歷山大港，一名戴
着面具的示威者手
持催淚彈彈殼

美聯社

▲斯里蘭卡警方21在科倫坡抓獲
涉嫌電信詐騙的華人

法新社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22日出席在平壤木蘭館舉行的盛大宴會 朝中社

▲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左）與妻子昭惠▲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左）與妻子昭惠2222
日返鄉到父親墓前祭拜日返鄉到父親墓前祭拜 路透社路透社

▲ 意大利總理蒙蒂 21
日遞交辭呈 資料圖片

▲

21 日在東京
自民黨總部，安
倍晉三的影子投
射在自己的競選
海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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