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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會譴責朝鮮 中國支持
平壤強硬回應 威脅第三次核試

潘基文籲對話解決南海爭端

此次安理會決議譴責朝鮮再次利
用彈道導彈技術進行發射，要求朝鮮
立即停止彈道導彈計劃的所有活動，
重新確認之前所作出的暫停導彈發射
承諾，並立即全面遵守安理會決議所
規定的義務。此外新決議重申支持六
方會談，呼籲盡快恢復談判，並敦促
所有相關方加緊努力維護朝鮮半島及
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

根據決議，安理會將主導去年發
射火箭的朝鮮宇宙空間技術委員會等6
個機構，以及朝鮮平壤衛星控制綜合
指揮所所長白昌浩等4名個人列入制裁
名單。由此，受到安理會制裁的朝鮮
團體和個人分別增加到17個和9人。

中方：安理會應慎重適度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在會

後向媒體發表講話時表示，中國以建
設性的方式參與了磋商，並在決議的
表決中投了贊成票。

李保東表示，中方對朝鮮射星的
立場是明確、一貫的。安理會對朝鮮
射星採取的行動應慎重、適度，有利
於維護半島和平穩定，有利於維護半

島無核化進程，有利於推動局勢盡快
轉圜，防止緊張升級。本上述原則
，中方建設性參與了安理會有關磋商
，並對剛剛通過的決議投了贊成票。

李保東指出，安理會最初的草案
中有許多制裁的內容和措施。中方認
為，這些措施不利於局勢緩和，不利
於外交努力，也會損害朝鮮的經濟民
生，以及各國與朝鮮的正常貿易和交
往。經過一個多月的密集磋商，在剛
剛通過的決議中，這些內容已經不存
在了。

朝拒參加 「棄核」 對話
據朝中社報道，朝鮮外務省針對

該決議23日發表聲明稱，由美國主導
通過的安理會決議，是將朝鮮發射和
平衛星非法化，強化妨礙朝鮮發展經
濟和加強國防力量的 「敵對措施」。

聲明稱，美國日益嚴重的對朝敵
對政策導致六方會談和《9．19共同聲
明》名存實亡，半島無核化化為泡影
。朝鮮將來絕不再參與任何有關 「棄
核」的對話和交流。朝鮮還表示將推
行包括核威懾武器開發在內的一系列

軍事強化措施，並將採取無法預料的
「物理性行動」，暗示有可能進行第

三次核試驗。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蘇珊．賴斯表

示，安理會決議標誌如果朝鮮選擇
與國際社會為敵，他們要付出的代價
將 「急劇增長」。賴斯還說，新決議
將 「具體地阻止朝鮮發展大規模殺傷
性武器項目，並降低這種威脅擴散的
風險」。

韓國23日對決議表示歡迎，並警
告朝鮮不要無視國際社會要求其廢止
核武器以及導彈項目的要求。韓國外
交部稱，該決議反映出國際社會對於
朝鮮的 「共同擔憂」。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 「強烈
要求朝鮮停止包括導彈發射、核試等
挑釁行為」。關於日本單獨實施的加
強制裁措施，政府考慮今後視此次決
議的效果而定。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23日消息：日本自衛隊與美國海
軍陸戰隊以奪島演習為主要內容的 「鐵拳」聯合軍演，當地時
間22日開始在美國西海岸加利福尼亞州南部舉行，280名日本
自衛隊員與約10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和水兵參加。這一次
演習是日美兩國軍隊在美國實施的第8次聯合軍演，但是此次
規模最大，自衛隊員參加的人數和投放的武器也最多。

這一次聯合奪島演習為期一個月，到2月25日結束。演習
最主要的項目是在加利福尼亞州近海的一個小島上，實施實戰
奪島演習。美軍海軍陸戰隊將出動最新式的魚鷹運輸機運送日
本自衛隊員和戰車登陸孤島，然後由登島的日本自衛隊無線誘
導美軍的導彈和戰機對孤島上的敵方實施攻擊。

消息稱，美軍一直在幫助日本訓練一支適合於奪島作戰的
準海軍陸戰隊。負責此次軍事演習的日本自衛隊一等陸佐國中
松司則表示，這一次演習沒有針對第三國。

前防相暗示日或捲入戰爭
剛剛卸任不久的日本前防衛大臣森本敏23日在日本電視

台的節目中表示，由於周邊環境的變化，日本自衛隊可能會
不得不去做 「戰後從未做過的事情」，暗示日本可能將會捲
入戰爭。

森本在節目中說，日本的安保目前面臨中國的挑戰和朝
鮮的問題，面臨集體自衛權的行使問題，因此，日本安保已
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自衛隊可能會不得不去做戰後從未做
過的事情。

談到因釣魚島問題而緊張的中日關係，森本表示： 「重要
的是，日本不要去做挑釁的事，不要讓中國找到挑釁日本的藉
口，這一點很重要。日本需要做的事情，是強化海上和空中的
監控力量，掌握好中國的動向，不然就會守不住自己的領土和
領海。」被認為是典型的親美派人物的森本，還認為強化日美
同盟關係的重要性。他說，只要強化了同盟關係，就會對周邊
國家發出一種強烈的信號，讓其他國家無縫可鑽。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韓聯社、法新社23日消息：聯合國
安理會當地時間22日一致通過關於制裁朝鮮去年發射 「光明星3
」 號衛星的決議，要求朝鮮遵守安理會有關決議規定，不得再使
用彈道導彈技術進行發射。對此，朝鮮作出強硬回應，稱朝方不
會放棄核威懾並可能採取無法預料的 「物理性行動」 ，暗示將有
可能進行第三次核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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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23日消息：日本計
劃在本周日（27日）發射一枚間諜衛星，據
稱此舉是為了增強對朝鮮的火箭發射和核試
驗活動的監視能力。

報道援引日本媒體消息稱，日本宇宙航
空研究開發機構23日宣布，一枚搭載情報衛
星的火箭將從位於該國九州島南端的種子島
航天中心發射升空。據悉日本將於當地時間
27日下午1點至3點之間擇機發射火箭。

當地消息人士指出，衛星將用於信息收
集，這項發射決定是在平壤對聯合國安理會
朝鮮問題決議做出消極反應後通過的。朝鮮
在制裁通過後稱，將拒絕任何 「無核化」談
話，並暗示可能再次進行核試。

該機構稱，這枚衛星將被用於包括追蹤
日本 「311」大地震數據在內的情報搜集工
作，但並未指明提到朝鮮。不過法新社表示
，日本政府出於對朝鮮的憂慮，才決定發射
新衛星以完善其於上世紀90年代初設計的衛
星監控體系。

本次日本將要發射的雷達衛星，可以在
幾百公里的高度，監控到地面一平方米內的
目標，雲層和黑夜不會對該衛星的功能造成
影響。

日本一共有4顆衛星運行在太空中，只
有其中一顆衛星裝有雷達。自從20世紀90年
代以來，日本就已經將衛星用於信息搜集和
監視活動。

早前，朝鮮向太空發射了一枚衛星，途
經日本沖繩島鏈，刺激了日本當局的緊張神
經。聯合國譴責朝鮮以發射衛星為名進行彈
道導彈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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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對朝立場更趨建設性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中新
社23日消息：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22日舉行記者會，就菲律賓將與中
國南海主權爭議提交國際海洋法法
庭一事，潘基文指出，菲、中兩國
應當以和平友好的對話方式解決南
海爭端，如應會員國請求，聯合國
可為解決這一分歧提供專業和技術
支持。中國外交部也表示，中方一
貫致力於通過雙邊協商、談判解決
爭議，這體現了中方極大的善意和
誠意。

據聯合國網站消息，潘基文表
示，他一直在對相關問題進行仔細追
蹤。南海地區國家以和平友好的對
話方式解決這一問題至關重要。如
有必要，聯合國可根據會員國的請
求提供技術和專業支持。但歸根結
底，這些問題應當由相關各方解決。

據報道，菲律賓外長羅薩里奧
22日稱，菲律賓已經將與中國南海
主權爭端提交國際海洋法法庭，以
期通過國際仲裁程序為黃岩島問題
尋找到一個長久的解決方案。菲律

賓外交部稱，菲律賓做出這樣的決
定並非受美國、日本的影響，而是
菲律賓獨立做出的決定。

菲外交部表示，菲律賓此前試
圖通過政治、外交和法律三種渠道
解決爭端，如今認為法律手段是維
護國家利益的最持久選擇，並稱訴
訟程序一般需要3-4年，菲方自信
地期望國際法可以發揮重要的平衡
器作用。仲裁是和平友好的，希望
不要給菲中貿易帶來負面影響，並
強調中國是朋友，仲裁不會帶來軍
事衝突。

中方：爭議根源是菲非法侵佔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23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針對菲律賓將就南海
爭端尋求國際仲裁一事表示，中國
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
爭辯的主權，這有充分的歷史和
法理依據。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有
關爭端的根源和核心，是菲方非法
侵佔中國南沙群島部分島礁引發的
領土主權爭議，中方一向堅決反對

菲方的非法侵佔。
洪磊表示，從維護中菲雙邊關

係和地區和平穩定的大局出發，中
方一貫致力於通過雙邊協商、談判
解決爭議，這體現了中方極大的善
意和誠意。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
談判解決有關爭議，也是中國與東

盟國家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
達成的共識，《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所有簽署國都應遵守自己的莊嚴
承諾。我們希望有關國家恪守承諾
，全面認真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不採取任何使問題複雜化、
擴大化的行動。

【本報訊】據新華社、中新社23日消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23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韓國候任總統朴槿惠特使金武星
。金武星轉達了朴槿惠致中國領導人的問候並轉交了朴槿惠致習
近平的親筆信。

朴槿惠在信中說，中國是韓國重要鄰邦，也是戰略合作夥伴
。我高度重視韓中關係，希望與中方深化互信，加強各領域合作
，鞏固和發展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共同為半島穩定及東北亞
和平繁榮作出努力。

習近平請金武星轉達他對朴槿惠和韓國人民的問候和祝福。
習近平表示，中韓兩國交往有深厚歷史淵源。建交20年來，兩
國關係發展迅速，成果豐碩。中韓關係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面臨新的重要契機。中方高度重視韓國和中韓關係，讚賞朴槿惠
候任總統提出進一步深化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積極意願，願
與韓方一道，把握機遇，繼往開來，乘勢而上，保持高層交往，
加強政治、經濟、人文等領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動中韓關係取得
新的更大發展。

習近平強調，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符合中韓兩國根本利益
。解決半島問題要標本兼治。中方主張通過對話協商均衡解決各
方關切，實現半島無核化和長治久安，希望六方會談早日重啟。
中國支持半島最終實現自主和平統一，願為此發揮積極作用。

傳山口那津男明見領導人
另據媒體報道，日本公明黨代表山口那津男和中國國家領導

人的會面，初步定在周五（25日）。按照計劃，山口24日在和中
國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李小林會面後，下午還會分別和中聯部部長
王家瑞和中國外交部部長楊潔篪會面。

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決定不出席將於2月25日舉行的韓
國候任總統朴槿惠的就職典禮，原因可能在於近日韓日關係日趨
惡化。據悉，2003年和2008年，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和福田
康夫分別出席前韓國總統盧武鉉和現任總統李明博的就職儀式。
安倍晉三考慮到上述慣例，便於1月4日向韓國派特使、前財務相
額賀福志郎會見朴槿惠等，對出席韓國新總統就職儀式和舉行首

腦會談表現出積極意向。對此，朴槿惠方面相關人士回應稱， 「
本屆就職典禮將不會邀請任何一位外國元首出席。當然，若本人
有意出席，我們也不會拒絕，但目前為止尚未有一位外國元首確
定出席。」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22日呼籲中菲兩國通過對話解決黃岩島爭
端 新華社

張小安：中國有兩點考慮
■中國聯合國協會副會長張小安稱，

中國這次投贊成票大概有兩點考慮，第一
朝鮮射星的確違反了安理會的有關決議。
特別是1718號決議和1874號決議。安理會
應該對此作出反應。第二中國認為安理會
的反應需要慎重和適度，以避免過度的刺
激朝鮮影響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張小安說
，朝鮮發射導彈到現在，已經經過了一個
多月的艱苦磋商。通過中方的努力，我們
已經把決議中的牙齒基本都給拔掉了，決
議中沒有新的制裁內容，現在決議中只是
重申了安理會的1718號決議和1874號決議

，其中的制裁內容也基本上都在這兩個決
議的框架範圍之內，沒有實質性的擴大。
時殷弘：投贊成票反常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
殷弘認為此次中國投贊成票很不尋常，與
中國過去的行為模式不一樣。

據時殷弘分析，中國在安理會制裁朝
鮮的問題上過去四十多天頂住了壓力，最
後卻在周二投了贊成票，這或許是中國為
了與新一屆美國政府搞好關係，更可能是
為了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爭端。時殷弘
說，這個決議大概警告不了朝鮮，但是可
以使美國在朝鮮問題上對中國感到滿意。

劉鳴：平衡使用籌碼
■上海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朝鮮問

題研究院成員劉鳴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
時也認為，目前東亞地區中國與日本的關
係比較緊張，朝鮮半島實際上有不少有利
的因素，例如韓國新總統即將上任，中朝
間的經濟合作正在展開等等。不過劉鳴也
認為，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確不再像以前
消極地反對聯合國制裁，而轉向了「建設
性」地與美韓和其他國家一起對朝鮮的一
些錯誤行動採取了正面批評和施壓的措施
。他說：「中國在使用自己的籌碼時總是在
這兩個方面平衡，不可能過度地攤牌。」

習近平晤朴槿惠特使
冀重啟六方會談 深化中韓關係

▲1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右）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會見韓國候任總統朴槿惠特使金武星 中新社

▲安理會22日就關於朝鮮發射衛星的制裁決議進行投票 美聯社

▲23日在韓國火車站，人們在電視機前觀看關
於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新聞 美聯社

▶中國常
駐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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