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理會通過制裁朝鮮

【本報訊】記者徐莉吟報道：法國中小企業、
創新和數字經濟副部長福樂爾．佩勒林（Fleur
Pellerin）7日在香港出席與商界和傳媒界早餐會，
推介法國最近推出的一系列促進競爭力的大膽舉措
，向 「向法國創新說是（Say OUI to France, Say
QUI to Innovation）」。

佩勒林在演講中表示，香港和法國有非常深廣
和歷史悠久的商業聯繫。有超過750家法國公司在
香港做生意，僱用了約3.3萬人，創造110億歐元的
營業額。法港的雙邊貿易非常暢旺，單單香港就佔
法國對亞洲出口的10%。這些迅速增長的商業聯繫
，在香港創造了一個年輕、高質素和精力充沛的法
國社區，總數達1.5萬人，比2005年增加了一倍。

法可從香港活力獲益
佩勒林說，法港夥伴關係無論對香港還是法國

來說，都是富有成果的，希望繼續發展和深化這種

關係。她表示，相信法國可從香港學習到很多東西
，從香港的活力獲益。

在談到中法關係時，佩勒林表示，中國是一個
巨大的市場，兩國的合作潛力無限，法國熱切希望
加強對華雙邊關係。她透露近期經常與中國官員會
面，就發展數字城市（Smart City，城市的信息化
和一體化管理）和通訊事業等商討合作。她說，中
法之間的交流不應局限於奢侈品、時裝和紅酒，兩
國在科研、學術方面有相當大的合作發展前景。

補貼200億歐元勞工成本
法國政府最近宣布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措施，力

圖在歐洲經濟環境欠佳的巨大挑戰下刺激增長和就
業。透過一整套提高增長、競爭力和就業的計劃，
為那些在法國做生意的公司提供方便，提升國際業
務，同時增強法國經濟的吸引力。

相關措施包括：1.每年補貼200億歐元勞工成

本，鼓勵投資和創造就業，為公司提供規模龐大且
前所未有的稅額優惠。2.成立一家擁有420億歐元
資金的投資銀行，向企業提供眾多金融工具和建議
，支援和促進它們每一階段的成長。

在法政府增加競爭力的努力中，創意和數碼產
業是重中之重。據佩勒林介紹，法國總統奧朗德上
周剛剛宣布了一項耗資200億歐元的10年藍圖，讓
每一個國民都可以享受高速光纖寬頻上網。另一項
措施是加強研究與發展稅額優惠，該優惠使企業可
獲得30%的研究與發展開銷方面的退稅，最高退款
額為1億歐元。

39歲的佩勒林出生於韓國，6個月大時被法國
父母收養，是法國首位亞洲面孔的中央官員，由她
代言法國創新和數字經濟讓人眼前一亮。佩勒林稱
，雖然她不會說韓文，但她的東方面孔讓其在韓國
等亞洲國家很受歡迎。最後，她表示希望能盡快訪
問中國內地，推動中法經貿交流全面發展。

法國韓裔部長推創新經濟

▲佩勒林（前）七日接受記者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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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叛軍扣押21聯國觀察員

平壤威脅率先動用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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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美聯社、韓聯社、新華
社7日消息：聯合國安理會7日舉行全體會
議，一致表決通過了針對朝鮮進行核試驗的
新制裁決議。新制裁力度是對朝制裁中最為
嚴厲的。朝鮮則威脅稱，保留必要時實施 「
先發制人核打擊」 的權利。

簡訊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英國廣播電視公司7日消
息：敘利亞反叛武裝 「耶爾穆克烈士旅」6日在敘利亞
和以色列之間的戈蘭高地停火區，扣押了21名聯合國
維和部隊觀察人員。聯合國安理會隨後發表媒體聲明

，強烈譴責發生本次事件，同時要求立即釋放被扣押
的維和部隊人員。

敘利亞武裝分子反總統巴沙爾的戰事進一步擴大
之時，敘利亞反叛武裝挾持了該批來自菲律賓的維和
人員。這些維和人員隸屬聯合國脫離接觸觀察員部隊
，是一個300人菲籍維和人員單位一部分，由聯合國派
駐戈蘭高地，負責監督敘利亞與以色列停火。

敘利亞反叛組織 「耶爾穆克烈士旅」宣稱對這次
行動負責。由在敘利亞的人權組織在互聯網上公開的
錄像顯示，多名武裝分子站在一部停的聯合國車輛
旁，而被扣的聯合國士兵則坐在車內。

一名被確認是該組織發言人法勒赫的男子說，如
果敘利亞政權的部隊不撤出戈蘭地區附近的村莊賈姆
拉，那些維和人員都將不會獲釋， 「被當成囚犯看待
」。他指控聯合國維和人員竟然與敘政府軍合作，鎮
壓反政府活動。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籲 「立即」釋放被挾持的
聯合國維和人員，並要求敘利亞的政府和武裝分子尊
重他們的 「行動自由和安全」。聯合國說，正就釋放
維和人員之事進行談判。

馬尼拉的官員也敦促立即放人。菲律賓武裝部隊
發言人布爾戈斯說，維和人員 「被當成賓客而非敵對

分子對待。我們對他們即將獲釋寄予厚望。」
安理會本月輪值主席、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丘

爾金讀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聲明，譴責本次挾持事
件。丘爾金強調，聯合國脫離接觸觀察員部隊既不是
武裝部隊，也與敘利亞衝突無關，因此這一事件是 「
不可接受的」。

英向反對派提供裝甲車
以色列和敘利亞1973年爆發戰爭後，雙方於1974

年5月達成《部隊脫離接觸協議》，以色列撤出戈蘭高
地東部的一個狹長地帶作為緩衝區，該地帶由聯合國
部隊駐紮。

聯合國報告去年在戈蘭發生的事故宗數有增加趨
勢。它已加派裝甲車和通訊設備，以加強使者們的保
安。聯合國維和主管拉德蘇在向聯合國安理會作出簡
報之後對記者說，談判正在進行中， 「此事動員了我
們所有的隊伍」。

同時，英國外交大臣黑格6日宣布，英國準備向敘
利亞反對派武裝提供非戰鬥性的裝甲車和防彈衣， 「
用以挽救生命」。英國同時還將給敘利亞反對派價值
數百萬英鎊的 「非殺傷性」裝備，包括搜救、通訊和
預防疾病的工具。

聯合國安理會在當地時間7日早上10點（香港時間
7日晚上11點）集體表決制裁草案。安理會日前同意在
草案出台後48小時內進行投票，顯示了新制裁的內容
獲得了115個成員國的支持。

這一制裁決議案的重點在於抑制朝鮮繼續開展核
試驗及導彈研發的能力。決議首次加入了監視朝鮮外
交人員的非法活動，限制朝鮮方面的非法金融交易、
資金轉移等制裁措施。這將是聯合國實施的針對朝鮮
的第四輪制裁，也將是最嚴厲的制裁。

在武器等禁運物資種類方面，除了第1718號和第
1874號決議規定的禁運物資外，這次還包括高價遊艇
、跑車、珠寶、高價轎車等奢侈品。新的決議案還提
及鈾濃縮項目，將特殊潤滑油、閥門等物資列為禁運
對象。

中方支持安理會決議
另外，決議還將朝鮮的3名個人及2家法人列入

制裁名單，凍結上述對象的海外資產並禁止其出國
旅行。

被制裁的個人包括朝鮮礦業開發貿易公司（
KOMID）代表連正男和高哲在，以及端川商業銀行代
表文正哲。被制裁的法人，則是據稱專門從事 「包括
導彈與核武器等先進武器系統研發」的朝鮮第二自然
科學院，以及朝鮮綜合設備進口公司。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7日表示，中方支持安理
會對朝鮮核試作出必要、適度反應。同時，安理會有
關行動應有利於實現半島無核化，有利於維護半島和
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大局，避免局勢輪番升級。

中方也一貫主張，要從根本上解決朝核問題，必
須堅持對話協商，全面均衡地解決各方關切。本這
樣的原則和精神，中方與有關各方就安理會有關審議

保持溝通和協商。
面對制裁以及美韓多次軍演，朝鮮方面十分憤怒

。朝鮮官方通訊社朝中社7日援引朝鮮外交部一名匿名
發言人的說法稱， 「由於美國準備挑起核戰爭，我們
打算對侵略者總部實施自己先發制人核打擊的權利，
以便保護自己的利益。」

聲明說，新制裁只會讓朝鮮履行先前的承諾， 「
採取更加強有力的第二次、第三次對應措施」應對敵
國，沒有詳細說明。聲明還強烈警告， 「安理會不要
再犯1950年時同樣的錯誤，當年安理會的行為就像是
美國的戰爭僕人，被朝鮮深深地憎恨。」

澳擱置朝重開大使館申請
5日，朝鮮單方面宣布不再承認1953年的《朝鮮停

戰協定》。日本共同社報道稱，朝鮮6日出現異常舉動
，平壤市的巴士和列車被披上了軍用偽裝網，與1993
年3月朝鮮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NPT）之前稱
進入 「準戰時狀態」時做法類似。朝鮮人民軍在同一
天還向媒體公開了射擊訓練場面，一名士兵激烈地威
脅說，損害朝鮮尊嚴的敵人決不能逃離朝方的攻擊範
圍。7日在平壤的大規模集會中，成千上萬的朝鮮人抗
議美韓軍演和制裁。

針對來自朝鮮的軍事威脅，韓美聯合司令和韓國
軍方表示，已為守護韓國做好了相關準備。

另外，澳洲政府表示，由於朝鮮進行了第三次核
試，澳政府決定擱置處理朝鮮要求重開大使館一事，
朝鮮在堪培拉的駐澳大使館，於2008年因財政原因關
閉。

■刊竊聽資料老貝判囚一年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7日消息：美國共
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周三在參議院 「拉布」13小時，
嘗試阻止布倫南出任中央情報局（CIA）局長的提名。
本次 「拉布」行動，是短短一個月內奧巴馬內閣人選第
二次在國會遭受重挫。

從華盛頓當地時間6日中午起，來自肯塔基州的保
羅開始在國會議事廳發表演說，意在使用 「拉布」這種
最為古老的阻撓議事手段，推遲表決布倫南的局長提名
。根據美國國會議事程式，只要他一直說下去，布倫南
的提名表決就不能啟動。

保羅要求總統奧巴馬或司法部長霍爾德發表聲明，
保證美國不派無人機殺害屬於美國公民的恐怖嫌疑人。
他拿滿載文章筆記本誦讀，上面都是討論奧巴馬政府

使用無人機對付 「基地」嫌疑人。在他 「拉布」期間，
有4名共和黨議員和1名民主黨議員加入其中，輪番 「接
力」，以讓保羅休息片刻不至精疲力盡。最終在華盛頓
當地時間7日凌晨12時40分，結束12小時又52分的 「拉
布」行動。

共和黨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走到參議院對保羅表示
支持，稱對他的 「堅韌精神與堅定信仰」進行祝賀。

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 「拉布」是在1957年，當時
為阻止民權法案通過，一名議員講了24小時18分鐘。

1月7日，奧巴馬提名前白宮首席反恐顧問布倫南出
任CIA局長。布倫南據信主導美國無人機空襲行動，但
此舉涉嫌 「非法殺人」，他隨即引來共和黨及反戰組織
的猛烈批評。

■印3歲女童遭輪姦棄街頭

阻布倫南CIA局長提名

美議員拉布13小時

【本報訊】據法新社7日消息：馬來西
亞政府表示，截至7日，該國保安部隊和菲
律賓蘇祿蘇丹入侵者之間的衝突已造成60人
死亡。馬來西亞又拒絕蘇祿蘇丹提出的停火
建議。

馬來西亞警察總監伊斯邁爾說，自從6
日以來，已有32名蘇祿蘇丹的追隨者在沙巴
州僵局持續3周的現場附近兩次對峙中被殺
。這令衝突中的死亡人數增至60人，當中52
人是武裝分子。8名馬來西亞警員上周末在
衝突中被殺。

軍警目前在婆羅洲一個偏遠地區追捕蘇
祿蘇丹武裝分子。他們上月登陸該處，導致
爆發一次潛伏已久的領土糾紛，成為馬來西
亞近年最嚴重的保安危機。

蘇祿蘇丹基拉梅三世的一名發言人宣布
將單方面停火，並指有235人參與了最初的
入侵行動，當中包括8名女性。基拉梅三世
在中午12時30分宣布單方面停火，並敦促馬
來西亞也這樣做。

但7日飛往該區視察保安行動的馬來西
亞總理納吉布說，他已透過電話對菲律賓總
統阿基諾三世說，停火的建議已遭到拒絕。
他說，馬來西亞將不惜一切確保沙巴的安全
與捍衛沙巴主權，同時宣布在沙巴東海岸成
立特別保安區，他說，馬來西亞部隊將繼續
進攻，派更多士兵進入多山的大型油棕櫚園
和小叢林去。

馬來西亞國防部長哈米迪要求入侵蘇祿
蘇丹王國的追隨者無條件投降。哈米迪在社
交網絡推特（Twitter）上指出，馬來西亞
不接受片面停火，除非入侵沙巴州的民兵無
條件投降。

當局指出，6日和7日各有一名和31名入
侵者被殺。他們沒有提供細節，僅稱一次衝
突在最初出現僵局的丹道村發生，另一次衝
突則在東面的鄰村丹戎巴都發生。餘下來的
武裝分子相信尚在這兩條村內。

【本報訊】據中央社6日消息：印度南部克勒拉省
驚傳3歲女童遭多人綁架、輪暴後，被丟棄街頭。奄奄
一息的女童被送醫後，已動過兩次手術，仍在加護病房
救治中。警方已拘留16人審訊，但尚未確定任何嫌犯。

據稱，出身坦米爾貧窮移民家庭的3歲女童，4日晚
間跟母親在一棟建築的走廊上一起入睡，隔天一早，家
人卻發現女童失蹤。警方表示，一群學生在5日上午發
現傷痕纍纍的女童遭丟棄在一棟建築物附近。目擊者說
，她發高燒，全身爬滿螞蟻、倒血泊，送醫過程中幾
度昏厥。

女童先被警方送往馬拉不朗縣蒂魯爾鎮的醫院急救
，後來又被轉送到車程1小時左右的卡利克特醫學院附
設醫院，已動過兩次手術。《德干前鋒報》網站即時報
道引述院方說，女童的腸和相關器官嚴重破損，儘管手
術成功，但感染風險高，目前仍在加護病房救治。

報道說，警方已拘留曾在女童失蹤當天晚間騷擾她
母親的16人進行偵訊。

【本報訊】據法新社7日消息：意大利一個法庭星
期四判處76歲的前總理貝盧斯科尼一年監禁，原因是他
在其擁有的報紙發表了警方竊聽資料的錄音稿。但他仍
可以上訴。根據意大利法律，75歲以上人士如果是被判
不足兩年徒刑，就可以不必坐牢。

他被控違反保密法，因為他的《日報》在2006年發
表了竊聽內容錄音稿。人們廣泛認為，發表這些內容，
是為了在2006年選舉前破壞民主黨一名高級成員的聲譽
。泄漏的內容，涉及保險巨頭Unipol公司企圖接管BNL
銀行。

貝盧斯科尼的弟弟、《日報》主編保羅被判兩年又
三個月徒刑。

貝盧斯科尼本月還面臨兩宗官司，分別指控他逃稅
和與未成年妓女性交。另外，他去年被裁定逃稅罪名成
立，並被判一年徒刑，但他上訴，預期結果可在3月23
日前後見分曉。

▲敘利亞武裝分子6日在挾持聯合國維和人員的車輛
前發表講話 路透社

▲朝鮮民眾7日在平壤參加集會，抗議美韓軍演和制裁
路透社

▲聯合國安理會7日一致表決通過對朝制裁新決議 美聯社

▲美國參議員蘭德．保羅6日 「拉布」 13小時，阻
止布倫南的CIA局長提名獲得通過 美聯社

二〇一三年三月八日 星期五A23國際新聞責任編輯：趙宇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