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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
路透社、新華社斯
坦利港12日消息：
當地時間11日晚，

英國和阿根廷存有主權爭議的馬爾維納斯群
島（簡稱馬島，英國稱福克蘭群島）公投結
果揭曉，約99.8%的投票者支持繼續保留馬
島作為英國海外屬地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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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指出，馬
島公投結果不出所料，
因為90%馬島居民都是
英國移民，結果也不會

對馬島主權爭端產生實質影響，更不會變更馬島的
法律地位，但公投反映出的島民意願可能再次成為
英國拒絕談判的藉口，從而加大未來解決馬島問題
的難度。

近年來，阿根廷聲索馬島主權的 「國際平台戰
略」卓有成效。阿不僅爭取到南美洲國家聯盟、南
方共同市場、拉美及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等地區組織
的支持，連美國也不得不在此次公投中以沉默表達
中立。

分析認為，在此背景下，英國試圖借助島民意

願的表達，扭轉自己在國際輿論中的被動處境。
阿根廷馬德普拉塔國立大學國際法教授阿芒多

．阿布魯薩說，馬島公投實際上是英國發起的一次
國際宣傳戰，目的是突出馬島居民的國際存在，利
用島民意願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從而緩解來自阿
根廷聲索主權的壓力。

阿根廷政府認為，公投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結
果都不會改變馬島的法律地位。英國首相卡梅倫
則表示，島民的 「自決權」和公投結果應當得
到阿根廷的尊重。

阿根廷拉普拉塔國立大學馬島問題研究中心
主任費德里克．戈麥斯對記者說，從國際法角度
講，公投沒有得到聯合國認可，更沒有法理依據
，其結果不會得到有關方面的承認，它不過是英

國為強化在南大西洋的軍事存在尋找的一個政治
藉口。

公投期間，馬島當局礦業資源部長史蒂芬．勒
克斯頓說，對馬島北部海盆油田的勘探正在進行，
預計2017年上半年實現商業開採，目前探明儲量約1
億桶，可開採量能達到3.28億桶。項目由英國羅克
霍珀勘探公司投資。

阿根廷國際問題專家羅森多．弗拉加說，據
初步勘探，馬島海域的油氣儲量可能與英國北海
油田相當。因此，馬島歸屬不僅事關國家主權和
尊嚴，還涉及巨大的經濟利益，雙方不會拱手相
讓，這也使得馬島問題的解決難度較幾十年前增
加很多。

（新華社）

英欲藉民意扭轉處境

【本報訊】綜合《華盛頓郵報》、中新社11日消
息：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警方11日透露，當天凌晨華
盛頓市區發生一起槍手開車向人群掃射的槍擊案，導
致13人受傷，其中包括一名病情危重的受傷者。

華盛頓特區警察局長凱茜．拉尼爾稱，該起槍擊
事件發生在當日凌晨2時10分，地點在華盛頓特區紐約
大道和北國會大廈街區域。

華盛頓警方公布的一段監控視頻顯示，當時一群
人在一座公寓前悠閒地站立或散步，但兩輛深色的轎
車突然從公寓前的馬路上加速前進，車內有人向人群
射擊，人們頓時四處逃散或應聲倒地。

目擊證人、21歲的道格拉斯在槍擊案發生的時
候，剛剛從一家酒吧出來，站在泰勒大樓前面，他

說： 「所有人都在尖叫……他們看起來就像直接瞄
準我們射擊。」

據了解，事發地點前的公寓名叫泰勒大樓（
Tyler House），是一個暴力頻發區。該公寓的住戶托
尼婭說： 「我正在存錢以搬離這裡。」托尼婭已經懷
有9個月的身孕，她這麼多年見證了該地的犯罪興衰。
但是11日的槍擊案使她再次發現該地區變得越來越危
險了。泰勒大樓周邊有許多營業到很晚的酒吧，警方
稱這些酒吧是犯罪的來源。

警方稱，上述兩輛車中至少有一輛向人群開槍。
警方希望公眾能夠提供有關槍手的線索。

據透露，在13名受害者中有一名重傷者被擊中背
部，11日下午其已出現危重病情。其餘受害者並無生

命危險，他們要麼被子彈擦傷，要麼主要是腿部、手
部或其他肢體中彈。

槍手動機不明
目前警方仍在收集證據並會見證人。雖然該地區

治安較差，暴力事件時有發生，但拉尼爾表示，目前
猜測槍手的動機還為時尚早。

警方表示，他們目前對槍擊案知之甚少，除了不
知道動機外，也沒有逮捕任何人，也不知道槍擊的任
何信息。

至於為何那群人在凌晨2點以後仍聚集於該區域，
拉尼爾透露，事發的街道對面有一個俱樂部，在事發
前15分鐘已讓客人離開，但她並不清楚那些人是否剛
從該俱樂部出來。

據美國媒體報道，去年10月在同一區域也曾在周
末連續發生過導致多人被槍殺或受傷的槍擊案。

華府汽車槍擊案13傷

【本報訊】據新華社11日消息：美國政府
11日宣布對朝鮮貿易銀行和4名政府高官實
施制裁，指控他們參與朝鮮核武器和導彈計
劃。

美國財政部把朝鮮貿易銀行和朝鮮第二經
濟委員會委員長白世峰列入黑名單，國務院則
對朴道春、朱奎昌和吳克列等3名高官採取行
動。

美國財政部稱，貿易銀行是朝鮮主要外匯
銀行，第二經濟委員會則監管朝鮮導彈生產和
朝鮮主要軍火商的活動。白世峰係國防委員會
委員。

美國國務院稱，朴道春和朱奎昌分管軍工
部門，均為國防委員會委員；吳克列則是國防
委員會副委員長。

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分別發表聲明說，最
新制裁舉措旨在進一步遏制朝鮮製造大規模殺
傷性武器和發展導彈計劃。

聯合國安理會7日一致通過關於朝鮮第三
次核試驗問題的第2094號決議，要求朝鮮不再
進行核試驗，放棄核武器計劃，並重返《不擴
散核武器條約》。

此外，對於朝鮮單方面宣布廢除《朝鮮停
戰協定》的行為，韓國外交通商部發言人趙泰
永1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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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馬島行政當局提供的數據，過去兩天全島2563名
居民中有1649人登記投票，最終投票人數為1518人，其
中1513人贊成，3人反對，1人棄權，1票作廢，整個計
票過程在來自7個國家的9名獨立國際觀察員監督下進行。

馬島居民90%以上都是英國移民或者後裔。馬島行
政當局在結果公布後表示，公投目的是 「向全世界發出
一個信息，清楚表達島民的意願」。英國首相卡梅倫當
天在倫敦表示，希望島民的 「自決權」和公投結果得到
阿根廷的尊重。

但阿根廷方面認為，此次公投違背國際法和聯合國
決議，不會改變馬島的法律地位，並敦促英國通過談判
解決問題。

島民欲維持英屬地地位
馬島政界人士希望，今次公投中佔絕大多數的贊

成票有助馬島爭取海外支持，例如爭取對該主權問題
立場中立的美國支持。其實島民們大多支持英國繼續
統治馬島。他們今次投票時的心情就像過節一樣。他
們在馬島首府斯坦利港的寒冷天氣中排隊投票，當中
一部分人穿了印上英國國旗中藍、紅、白這3種顏色
的全套服裝。

英國外相夏偉林說，公投反映島民們想維持馬島的
英國海外屬地政治地位。他說： 「所有國家都應該接受
今次公投的結果，支持福島島民繼續發展自己的家園和
經濟。我們一直表明，相信福島人民有決定自己未來的
權利，和決定自己想走什麼道路。在21世紀，這些權利
是受到尊重的。」

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納則向英國施壓，要求就馬島

主權問題進行談判，但倫敦拒絕，除非島民要求進行會
談。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和其他不少發展中國家都表示
支持阿根廷。

中國：支持阿主權要求
阿根廷官員質疑今次公投的合法性，指主權爭議必

須在英、阿兩國之間解決，又援引聯合國的決議案呼籲
倫敦坐下來展開會談。阿根廷駐倫敦大使卡斯特羅對阿
根廷一家電台說： 「這是一項沒有法律價值的活動。談
判最符合島民的利益。我們不想他們否定自己的身份。
他們是英國人，我們尊重他們的身份、他們的生活方式
，和他們繼續做英國人（的意願）。但他們現在所佔領

的領土並不是英國的。」
對於馬島公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11日的

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馬爾維納斯群島問題本質上是殖民
主義的歷史遺留問題。中方在馬島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
的，將一如既往地支持阿根廷方面對馬島的主權要求，
希望阿根廷和英國雙方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通過談判
妥善解決這個問題。

1982年4月，阿英因馬島主權歸屬問題爆發戰爭，
最後英軍重新拿下馬島。阿根廷戰後一直沒有放棄對馬
島主權的要求，並希望通過談判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
英國則拒絕與阿根廷就馬島主權問題進行談判。目前馬
島處於英國實際管轄之下。

【本報訊】據法新社首爾12日消息：美國政府宣
布對朝鮮貿易銀行和4名政府高官實施制裁翌日（12
日），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揚言會 「抹去」韓國的白翎
島。

在金正恩的領導下，已進行第3次核試的朝鮮威脅
會以核戰來應對聯合國實施的制裁。同時，朝鮮還宣
布廢止有60年歷史的朝鮮戰爭停戰協議，抗議韓國和美
國11日開始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雖然上述聲明被視為僅屬口頭恐嚇，但位於韓朝
邊境有平民5000人的白翎島所獲得的最新威脅似乎既可
信又有力。

2010年，韓國警戒艦 「天安」號在白翎島附近沉沒
，造成46人死亡，該艦被指由朝鮮發射魚雷擊沉但遭朝
鮮否認。而附近的延坪島同一年則遭到朝鮮炮擊，造
成4人死亡。

金正恩11日到訪前線炮兵部隊時，向軍官們作出指
示，要他們 「攻擊和抹去（白翎島上的）敵人」，把
該島變成 「火海」。朝中社援引金正恩說： 「一下命
令，你們就應該腰斬瘋狂的敵人，割斷他們的氣管，

從而清楚向他們展示真正的戰爭是怎樣的。」

前線島民穿衣服睡覺
白翎島一名行政官員說，島上的民用緊急避難所

經已儲備充足物資，所有村公所都已進入高度戒備。
他透過電話對法新社說： 「雖然不像會出現大批受驚
島民逃往大陸的情況，但坦白說，我們有點害怕。」

西岸對開的海上邊境1999年、2002年和2009年都發
生致命的海上衝突。多個前線島嶼的居民據報穿好衣
服才睡覺，為夜間警報作準備。

這次危機堪稱上台僅兩周的韓國總統朴槿惠的一
次提早面對的考驗。分析家擔心沒什麼經驗的金正恩
願意盡多少力。

目前朴槿惠內閣的主要任命正受到韓國國內政治
不和的局面阻礙。其中獲提名出任韓國國防部長官的
金秉寬警告，延遲確認他的任命可以構成重大風險。
他說： 「不管任何時刻，國防都不應有哪怕是最輕微
的真空狀態。」

國防部發言人金奭說，朝鮮嘗試向韓國施加 「

心理壓力」，預期在未來日子會展開全面的軍事調動
。但他說： 「如果朝鮮挑釁我們，我們將以更傷害他
們的方式作回應。」

▲華盛頓市區11日凌晨發生槍手開車掃射槍擊
案，13人受傷 互聯網

▲馬島島民11日在得知公投結果之後歡呼雀躍 路透社

▲一輛貼 「是的」 標語的車11日在馬島行駛
路透社

▲支持英國統治的島民10日在街上遊行 美聯社

▲馬島官員11日在斯坦利點票 路透社

▲馬島島民為公投結果歡欣鼓舞 路透社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12日檢閱朝鮮人民軍的遠程大
炮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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