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及《星
洲日報》5日報道：馬來西亞保安部隊5日在
戰鬥機掩護下，開始清剿盤踞在沙巴州的菲
律賓武裝分子，結束三周來的僵持局面。馬
方部隊在甘榜丹道開火，一度出動戰鬥機投
射炮彈，戰情激烈，軍方直升機在沙巴上空
盤旋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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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上午約7時，由甘榜丹道方向傳出的大小爆炸聲不少30
下，有種植區的園丁從6公里外目擊甘榜丹道冒出了2柱濃煙，
直沖雲霄。大馬軍方展開名為 「蘇祿行動」、空陸夾擊的大型
攻擊，出動3架F/A-18D戰鬥轟炸機和5架 「鷹」式教練機，對
菲國武裝分子進行猛烈攻擊。

馬方「地毯式」搜索無果
馬來西亞官員說，戰機轟炸沙巴約半個小時之後，數百名

地面部隊人員向前推進，在一個棕櫚油種植園附近， 「地毯式
」搜索100至300名菲律賓武裝分子的下落。

然而，當天行動展開超過11小時後，結果仍然未明。馬來
西亞官員說，馬方部隊沒有傷亡，但他未能詳細說明菲人的命
運如何。警方較早時曾宣布說行動成功，但其後說行動仍在繼
續，槍手們尚未落網，指他們找不到任何屍體，相信部分武裝
分子可能成功逃脫。

而菲武裝分子一名頭目5日宣稱，他的武裝人員將與馬來西
亞安全部隊 「奮戰到底」。武裝分子頭目稱，他的同伴 「堅持
捍衛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將與馬來西亞軍隊 「血戰到最後一
人」。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在一篇宣布進行攻擊的聲明中說： 「
政府必須採取正確的行動，以捍衛這個國家的驕傲和主權。」
但即使有入侵者成功逃離軍警的封鎖線，外界也有可能進一步

質疑保安部隊在事件中表現不稱職，令人擔心危險的槍手們行
動自如。

蘇祿軍登沙巴要「祖地」
著名旅遊聖地沙巴一直由馬來西亞控制，菲律賓從1962年

起要求對其擁有主權，但雙方一直相安無事。上月，逾百名自
稱菲律賓 「蘇祿王朝皇家安全部隊」的男子攜帶武器，乘船從
拿篤登陸，佔領沙巴的甘榜丹道。他們宣稱是沙巴州的合法擁
有者，要求馬來西亞承認他們的地位，以及提高沙巴租金。

大馬政府拒絕上述要求並一再要求該群 「蘇祿軍」放下武
器回家。3月1日，馬來西亞安全部隊開始圍剿 「蘇祿軍」，雙
方激烈交戰，有兩名警員死亡，另有12名 「蘇祿軍」喪生。而
在周六，在沙巴小鎮仙本那再發生槍戰，6名 「蘇祿軍」及6名
警察被殺。據報一名 「蘇祿軍」被仙本那居民活活打死。

阿基諾斥為反對派陰謀
蘇祿是菲律賓一個群島，位於沙巴與菲律賓棉蘭老島之間

。蘇祿蘇丹的家族，是傳統的統治者，沒有實質政治權力。菲
律賓5月即將舉行選舉，該國總統阿基諾三世，因為支持大馬立
場，拒絕蘇祿蘇丹對沙巴的主權要求，受到來自反對派的壓力
。菲律賓準備派遣一艘海軍船艦提供人道、醫藥和領事館援助
，並把該群 「蘇祿軍」帶回家。

阿基諾反過來指責反對派鼓勵這次入侵，以便削弱政府與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去年十月份簽署的臨時和平協議。他說

，這是反對派的 「陰謀」。阿基諾星期一說： 「蘇丹賈馬盧勒
．基拉姆的家族，不可能單獨發起這樣的行動。那些傷害我們
國家的人，將罪責難逃。」而 「摩
洛民族解放陣線」的領導人努爾5
日說，該組織有成員參與在
馬來西亞現正進行的致命戰
事。

【本報記者李兆德
五日報道】鑑於馬
來西亞沙巴東部當
前局勢，港府五日

對馬來西亞發出黃
色外遊警示，政府發

言人呼籲計劃前往或已在當地的
港人留意局勢，提高警惕，注意
安全，並避免前赴沙巴東部拿篤
、古納、仙本那等地區。

保安局表示，會密切留意當
地局勢，如有需要，會透過媒體
及保安局外遊警示網頁發布當地
最新情況，網址為www.sb.gov.hk/
chi/ota。在外地的港人如需協助，
可致電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
居民小組二十四小時求助熱線（

852）1868。
永安旅遊助理總經理（亞洲

及長線）馬世文表示，馬來西亞
是香港旅遊熱門地之一，馬來西
亞婆羅島的沙巴州近日發生槍戰
事件，相信對香港旅行團影響不
大。他解釋，發生事件的地點為
郊區，旅行團都不會到訪該地。
現時平均每天有2至3團到馬來西
亞，認為不會造成影響。

新華旅遊營運部助理總經理
蘇子揚表示，現時每日都會有團
到沙巴，對於沙巴州發生槍戰事
件，他稱並無留意，指若旅行團
涉足到那裡，定會留意事件，認
為發生事件的地點可能是郊區，
對旅行社及沙巴團並無影響。

港發大馬黃色旅遊警示

馬來西亞安全部隊5日開始清剿盤踞在沙巴州的數百名菲律
賓武裝分子，試圖結束這場長達三周的 「莫名」對峙。這場對峙
觸及了菲律賓與馬來西亞之間一個未解決的領土問題，也觸及了
馬尼拉旨在與南部地區伊斯蘭叛亂分子改善關係的努力。

該群人數約100至300人的菲律賓武裝分子自稱是 「蘇祿王朝
皇家安全部隊」。蘇祿是該地區一個前伊斯蘭政權，曾一度控制
菲律賓和婆羅洲島一些地區。該政權的影響力早已式微，現在只
是貧困而動盪的菲律賓南部一個部落。

據菲律賓大學伊斯蘭研究所所長朱爾基普利．瓦迪說，沙巴
這場對峙，其根源是最近菲律賓與穆斯林叛軍之間一個里程碑和
平協議。瓦迪上月說，菲律賓政府與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去年
十月份簽署的臨時和平協議，似乎使蘇祿蘇丹國的皇室成員感到
被孤立。摩羅伊斯蘭解放陣線數十年來一直在與政府戰鬥，以爭
取在菲律賓南部建立一個獨立的伊斯蘭國。

蘇祿蘇丹國創建於十五世紀，後來成為東南亞的伊斯蘭權力
中心，曾一度統治沙巴。但是西方殖民國家的侵佔，再加上後來
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作為獨立民族國家崛起，逐漸侵蝕了蘇祿蘇丹
國的權力。它變成一個沒有王國可供統治的蘇丹國。現在，蘇祿
是菲律賓共和國內的一個省。

沙巴與附近的菲律賓群島之間的經濟、文化和歷史聯繫，以
及兩者之間互相滲透的邊界，至今依然在加劇馬來西亞與菲律賓
之間的緊張關係，菲律賓繼續通過蘇祿蘇丹國而對沙巴維持 「休

眠的主權要求」。
菲律賓宣稱擁有沙巴東部大部分地區，沙巴於1878年被蘇祿

蘇丹國租給了英國北婆羅洲公司。1963年，英國把沙巴移交給馬
來西亞，蘇祿蘇丹國宣稱，英國此舉是撕毀1878年的協議。馬來
西亞至今依然向該蘇丹國交付租用沙巴的象徵性租金。

（美國CNN網站）

【本報訊】據馬來西亞《星
洲日報》5日報道：菲律賓 「蘇祿
軍」入侵沙巴與馬來西亞警方對
峙將近三周，沙巴東海岸一帶陷
入緊繃狀態，令潛水天堂的島嶼
旅遊業大受影響。

《京華時報》報道，目前中
國內地各家旅行社並無遊客滯留
當地。同時，為安全起見，許多
北京的旅行社已暫停3月沙巴團
隊行程。中國國家旅遊局並未對
馬來西亞沙巴地區發出旅遊團禁
令。

馬來西亞IDD公司潛水助理教
練沙魯丁坦承， 「蘇祿軍」入侵
沙巴及仙本那，確實對沙巴島嶼
的潛水活動造成一定的影響。他
說，潛水活動的旺季介於3月至10
月期間，學員會特地指明要到沙
巴考潛水執照，但這個3月份，還

未有人報名。他也聽聞有遊客取
消近期到沙巴西巴丹島的行程。
他表示，一般上要去西巴丹島旅
遊或潛水，需要在2至7個月前開
始預訂，否則肯定無法進島，而
附近的島嶼如馬布島也會「爆滿」。

不過，也有潛水教練受詢時
指出，其實沙巴仙本那及附近島
嶼的情況並沒想像中糟糕，中國
旅客依然很多。他表示： 「居民
照樣過生活，也沒感受到特別緊
張的氣氛，只是海軍巡邏的次數
增加了。」他認為要相信大馬軍
警的能力，只要沙巴政府沒宣布
戒嚴，他認為目前還是可到當地
旅遊。

而沙巴旅遊局總經理拿督艾
琳查魯陸士在該局主頁貼文向國
內外遊客保證，沙巴及沙巴東海
岸仍很安全。

蘇祿軍入侵 遊客卻步

【本報訊】據路透社吉隆坡
五日消息：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即將舉行大選之際，這場沙巴對
峙，可能引發政治危機。兩國政
府都說，正在調查反對派參與暴
力的說法。這次暴力事件，給馬
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帶來了頭痛的
安全問題，有可能會導致六月份
選舉被推遲，使原本對選舉感到
緊張的投資者更加緊張。

不安全局勢，已干擾了沙巴
龐大的棕櫚油業的運作，如果持
續下去，可能會嚇跑了該州能源
項目和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者，
儘管主要油田都遠離麻煩發生地
點。大石油公司例如康菲石油公
司和殼牌石油公司，已投入數十
億美元來開發沙巴的石油和天然
氣田。中國公司則投資於水力發
電和採煤。

與此同時，產量合起來達180
萬噸的三家馬來西亞棕櫚油煉油
廠，已減少生產，如果暴力繼續
下去，這些煉油廠準備停產。煉
油廠的擁有者，分別是新加坡的
豐益國際和馬來西亞的吉隆坡甲
洞公司和關氏公司。沙巴是馬來

西亞棕櫚油主要生產地區，佔全
國產量四分之一。沙巴的棕櫚油
，大部分運往中國─世界第二
大可食用油消費國。

對馬來西亞來說，這場危機
因菲律賓人非法移民沙巴而變得
複雜起來。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
以來，沙巴人口已增加了不止三
倍。

菲律賓政府說，現時約有八
十萬菲律賓人住在沙巴。最近有
人指控說，執政黨馬來民族統一
機構給非法移民發身份證，以換
取他們在選舉中投票支持該黨。

當局已對這項指稱展開調查
。該地區受到這次暴力事件影響
的人，都與菲律賓南部有文化和
家族聯繫，這不禁使人懷疑他們
的忠誠。這個背景，也可能使追
捕 「蘇祿軍」的努力受阻撓，並
有可能使移民問題成為納吉布的
一個頭痛問題。

沙巴的選民，一般都是馬來
民族統一機構領導的民族陣線聯
盟的支持者，但如果反對可以趁
機在那裡建立支持力量，則傳統
選民就有可能轉而支持反對派。

棕櫚油減產 或影響對華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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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12名槍
手2名警察被殺；
約300名菲武裝分
子盤踞於此

沙巴衝突源於歷史問題

▼▼當地居當地居
民民55日逃離日逃離
受戰火波受戰火波
及的甘榜及的甘榜
丹道村丹道村

美聯社美聯社

▲4日在沙巴
，一名 「蘇祿軍」 的
屍體停放在舢舨上 路透社

▲5日在馬尼拉，示威者燃燒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右）及
菲律賓總統阿基諾肖像抗議 法新社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軍方軍方55日準日準
備登上清剿備登上清剿
「「蘇祿軍蘇祿軍」」
的直升機的直升機

美聯社美聯社

▲▲一名馬來西亞士兵一名馬來西亞士兵44日在拿篤備防日在拿篤備防 法新社法新社

＊浙江辦事處 杭州市鳳起路139號天安2幢24樓 TEL:(571)87151210 FAX:(571)87151209＊江蘇辦事處 南京市廣州路188號蘇寧環球大廈21F TEL:(25)83243655 FAX:(25)83248656＊湖北辦事處 武漢市武昌區中北路227號愛尚東亭1號樓2單元2803室TEL:(27)85761656 FAX:(27)85560732＊中國證券採訪部 深圳市南山區東濱路66號 TEL:(755)26074162 FAX:(755)26419058＊河南辦事處 鄭州市鄭東新區CBD商務內環路2號中油新澳大廈901室TEL:(371)65585233 FAX:(371)65585427 ＊青海辦事處 青海省西寧市七一路493號162室 TEL:(971)6335709 FAX:(971)6335709
＊四川辦事處 成都市八寶街88號國信廣場1106室 TEL:(28)65658258 FAX:(28)85557928＊陝西辦事處 西安市新城大院陝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大樓508室TEL:(29)87294832 FAX(29)87294162＊山西辦事處 山西省太原市萬柏林區長風西街1 6號萬國城moma 6號樓1單元 1001 TEL:(351)6101188 6088811 ＊海南辦事處 海口市玉沙路5號國貿中心21樓A座 TEL:(898)66735188 FAX:(898)66735388＊駐紐約記者 200East 72nd Street ,6G, New York, NY10032, U.S.A. TEL:(+1)718-353-3656 E-mail:hiuman.tkp@gmail.com ＊駐倫敦記者 12 York Road, New Southgate, London N11 2TG U.K. TEL:181-888-2226 FAX:181-889-3668
＊西南辦事處 渝中區學田灣正街東方花苑B座1901室TEL:(23)63628921 FAX:(23)63628921＊江西辦事處 南昌市北京東路南洋花園A4-5 TEL:(791)8308129 FAX:(791)8308329＊湖南辦事處 長沙市芙蓉區晚報大道時速風標大廈1311室TEL:(731)82193515 FAX:(731)82193525＊廣西辦事處 廣西南寧市青秀區望園路6-2號望湖苑15樓15A TEL:(771)5705598 FAX:(771)5705598＊新疆辦事處 烏魯木齊市中山路477號自治區人民政府綜合辦公樓303室 TEL:(991)2803001 FAX:(991)2803003＊澳門聯絡處 澳門水坑尾街321號泉雅閣3樓A座TEL:(853)28354510 FAX:(853)28354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