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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出口國

2008年至2012年

2008年至2012年

按百分比前五名

按百分比前五名

印度
中國
巴基斯坦
韓國
新加坡

美國
俄羅斯

德國
法國中國

武器進口國

美國
意大利
德國
巴西
澳洲
日本
瑞士

俄羅斯
法國
韓國

7.06
5.07

4.52
3.82

2.49
2.49

1.88
1.68
1.61
1.59

根據2012年小型武器調查，每年合法交易額達85億美元

交易額 億美元

主要出口國

主要進口國

美國
英國
沙特
澳洲
加拿大
德國
法國
泰國
西班牙
荷蘭

17.5
1.87
1.77
1.71
1.58
1.51
1.18
0.83
0.79
0.75

全球小型武器交易

武管條約 聯大過關

大馬解散國會 60天內改選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中）3日在完成一項單車比
賽後向民眾揮手 路透社

售武與人權掛鈎 中俄印棄權
紐
約
六
政
客
涉
賄
選
被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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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法新社及《華爾
街日報》3日報道：聯合國大會2日經過投票表決，通
過了用於監管常規武器國際貿易的《武器貿易條約》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監管價值700億美元常規武器
交易的全球條約，首次將武器銷售與買家的人權狀況
聯繫起來。

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如期啟動的玄機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魏民

3月26至28日，中日韓自由貿易
區（FTA）首輪談判在韓國首爾舉行

，由於談判在中日、日韓因領土紛爭、
政治關係緊張的狀態下啟動，因而備受各界

關注。
首輪談判主要圍繞自貿區談判的機制安排、

範圍和方式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涵蓋商品、原產
地規則、貿易救濟、服務和投資以及知識產權等
重要方面。三方商定將同時展開貨物貿易、服務
貿易和投資等所有領域的談判，並定於今年6至7
月在中國舉行第二輪談判，但是否將知識產權和
電子商務等納入談判範圍三方尚未達成一致。

作為亞洲第一、第二和第四大經濟體的中
日韓，其經濟總量佔亞洲的70%，佔全球GDP的
20%。2012年三國進出口總額約為5.4萬億美元，
佔全球貿易總量的35%。三國經濟高度依賴，互
補性強，合作空間廣闊。中國是日韓最大的貿
易夥伴，日韓分別是中國的第五和第六大貿易
夥伴。

中日韓建立自貿區，不僅有利於三國經濟發
展，同時也將給亞洲和世界經濟帶來更多的就業
機會和市場容量。根據中日韓自貿區可行性聯合

研究報告，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將給中日韓各自帶
來1.63%、0.23%和1.84%的經濟增長。經過多年的
高速增長，亞洲已是世界經濟的引擎，拉動世界
經濟走出衰退陰影，中日韓作用不可低估。

冀降低政治對抗強度
三國關係的好壞對三方來講都很重要。目前

階段，由於三國都是新領導人走馬上任，在政治
上還需時日方能邁出實質的改善步伐。三國均高
度重視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在政治關係陷入僵局
的同時，都希望以經促政，以經濟領域的對話為
突破口來降低對抗的激烈程度。

談判如期啟動，說明各方都不願把大門關死
，都為未來關係的改善留了一道門縫，坐在一起
談判本身就已經成功了一半。正如日本首席談判
代表鶴岡公二在會上強調的那樣， 「儘管政治上
困難重重，但還是開始了談判，從這一點上也證
明了日中韓FTA的價值」。新上任的韓國總統朴
槿惠在第一次國務會議上就提到中日韓FTA，指
示 「要認真進行準備」。

順應全球自貿區新潮流

全球多邊貿易談判停滯，尋求跨區域合作成
為當前世界經濟領域的重要特徵。日本在幾經猶
豫和辯論之後，日前宣布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
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與歐盟宣布啟動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EPA）談判。東盟發起的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談判有望在今年5月
正式開始，美歐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協定
（TTIP）談判也將在6月拉開帷幕。中日韓FTA
談判啟動，也是順應了當前區域合作的新潮流。

大西洋和太平洋自貿區建設交相呼應，背後
既有經濟因素的推動、也有政治因素的考量。美
歐既想分享亞洲新興經濟體旺盛的增長潛力，又
不忘牽制其日益上升的影響力，急於在新興經濟
領域制定貿易規則，繼續主導未來的全球貿易。
於是，TPP被用來作為美國撬開亞洲市場、同時
牽制中國影響力逐步上升的重要抓手。TTIP則是
美歐在加深彼此經貿關係，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
，在投資、政府採購、標準、競爭政策以及知識
產權等新領域聯手制定貿易規則的新嘗試。

迎難而上促共贏
中日韓FTA談判雖如期啟動，但困難不容低

估。面臨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多
重障礙。經濟上，各國都有各自關注的重點和敏
感領域，如中國在農業和紡織業有比較優勢，但
在鋼鐵、汽車、化工、機械等傳統產業和服務業
方面，日韓具有先發優勢。

在知識產權、環保、技術標準、政府採購
等非WTO領域和社會條款方面，日韓也與中國
有很大的利益差別，會藉此優勢推動中國進一
步開放市場，因此三方將在這些方面展開艱難
的談判。不過，最大的障礙是政治上缺乏相互
信任。沒有互信，談判就不可能順利進行。此
外，來自域外因素的干擾，也是影響中日韓合
作的重要外部因素，為東亞經濟一體化平添了
更多的複雜變數。

儘管存在諸多困難，推進FTA已成為三國的
共識，當前，維護和擴大共識至關重要。中日韓
FTA的設想從提出到坐在談判桌前，歷經了11年
的時間，成果來之不易，需各方悉心呵護。
期待三方能夠同心協力，早日完成談判，使
三國在經濟上盡早受益並帶動其政
治關係走出陰影。

該條約需要50個國家簽署之後才能成為國際法規，而且並沒有
規定具體的執行方法。簽署國將被禁止向可能使用常規武器從事種
族屠殺、戰爭罪、恐怖主義，反人類罪或者在黑市上出售武器的國
家出口常規武器，並需要監管武器中間商。

簽署國必須獨立實施該條約，每年主動向一個新成立的聯合國
機構匯報武器銷售情況。由於該條約允許簽署國在匯報武器銷售情
況時剔除掉商業敏感和事關國家安全的信息，他們在匯報的時候允
許有一些偏差。

該條約覆蓋坦克、裝甲作戰車輛、大口徑武器、作戰飛機、攻
擊直升機、戰艦、導彈和導彈發射器、小型武器和輕型武器。彈藥
出口亦須遵守同樣的標準，但進口不受此限。

朝伊敘反對
聯合國大會以154票贊成、3票反對、23票棄權通過了《武器貿

易條約》，投棄權票的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大國。朝鮮
、伊朗和敘利亞認為《條約》草案存在重大缺陷，投了反對票。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稱這個條約是一項 「歷史性的外交成就
─是長期以來的夢想以及多年努力的頂峰」。為了達成全球性監
管常規武器的一系列準則，各國外交人士已經努力了近十年。去年
，這一協議曾經有望達成，但是美國、中國和俄羅斯都表示需要更
多時間考慮有關問題後，協議又被推遲。上周，在伊朗、朝鮮和敘
利亞的反對下，決議草案未能獲得全數通過。

雖然聯大通過了《武器貿易條約》，然而其正式生效仍需時日
。《武器貿易條約》將於6月3日起在聯合國總部開放供所有國家簽
署，需要至少50個國家簽署和批准，並在第50個簽署國按程序交存
批准書90天後才能正式生效，外界預計這一過程可能要經過兩年時
間，就國際條約來說速度相對較快。

作為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國的美國，也投了贊成票。美國國務
卿克里發表聲明指出， 「這將減少在國際流通的傳統武器，被用於
進行全世界最嚴重的罪行，包括恐怖主義、種族屠殺、反人類罪和
戰爭罪。」條約在美國仍需國會批准，而全美步槍協會（NRA）已
經公開表示反對。

條約仍有很多漏洞
俄羅斯表示還沒有決定是否要支持這個條約，稱條約中還有一

些 「疏忽」和 「有疑問」的條款，譬如說沒能控制武器向非國家組
織轉移。俄羅斯擔心武器落入車臣反對派手中，儘管20年來這個地
區的武器來源包括腐敗的俄羅斯供應商，甚至是軍方人員。但俄羅
斯和中國都不是斷然反對該條約。奧斯陸和平研究所的倡議人尼克
．馬什說： 「兩大武器出口國棄權，令這個條約的道德力量減低了
。他們通過投棄權票，來為自己的選擇留下後路。」

武器進口大國印度棄權是因為擔心其現有合約可能會因此被凍
結，儘管條約中使用了妥協性的措詞，表示會正視這方面的問題。
包括玻利維亞、古巴和尼加拉瓜在內的很多國家都表示，他們棄權
是因為人權標準定義含糊，且會被人濫用，用來製造政治壓力。

就連一些支持條約的人也承認，高度複雜的談判導致條約作出
各種妥協，因而留下很多漏洞。例如，條約集中於銷售，而不是針
對常規武器交易的所有方式，包括禮物、貸款、租用和援助等。主
持談判的澳洲外交官彼得．伍爾科特說：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框架
，將來還可以不斷加強。但它目前只是一個框架。」

【本報訊】據中新社3日報道：針對聯合國
大會投票表決通過《武器貿易條約》，中方投
棄權票，中國表示不贊同在聯大強行表決達成
該條約的做法。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王民在表決後闡述
了中方立場。王民表示，中國一貫支持《武器
貿易條約》談判，期待各方協商一致達成一個
有效的條約，規範常規武器貿易，打擊輕小武
器非法販運。中方一直以建設性態度參與談判
，為推進談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貢獻。

王民強調，中方不贊成在聯大強行達成事
關國際安全及各國安全的多邊軍控條約，對這
種做法可能成為今後多邊軍控談判的不良先例
感到十分擔憂。他指出，應堅持通過談判以協

商一致方式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條約。只有這
樣，才能確保條約將來得到普遍支持和有效落
實。

王民認為，當天付諸表決的《武器貿易條
約》決議案未能解決中方上述關切，因此中國
對該決議案投了棄權票，並認為這一做法不構
成今後軍控條約談判的先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周三亦在記者會上
表示： 「中方不贊同在聯大強行表決達成該條
約的做法，認為迴避協商一致可能導致有關立
場分歧擴大，甚至形成對抗，也不利於條約的
有效性和普遍性。」對於中方是否會簽署和批
准該條約的問題，洪磊表示中方將根據本國國
情和相關國際形勢，適時作出決定。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二日電】紐約
州參議員史密斯和市議員何樂阮等6人涉嫌
企圖通過政治賄賂獲取市長候選人資格，2
日被美國聯邦檢方逮捕，他們將面臨賄賂
欺詐、電信欺詐等6項指控。

在檢方長達28頁的起訴書中，共有3
起欺詐案。第一起欺詐案中，民主黨籍的
史密斯通過何樂阮找到共和黨皇后區副主
席塔博納和布朗士共和黨區主席薩維諾，
許諾以8萬美元現金換取兩人幫助史密斯
獲得共和黨市長競選人資格，從中牽線的
何樂阮獲得2萬多元現金好處。史密斯還
許諾，如果當上市長，可以幫助何樂阮獲
得警察局副局長，甚至是副市長一職。

在第二起案件中，何樂阮涉嫌濫用市
議會選擇性撥款。何樂阮許諾為聯邦線人
和卧底探員虛設的公司爭取8萬美元的撥款
，作為回報，他獲得超過1.8萬美元現金及
6500美元的人頭捐款。

第三起案件中，史密斯承諾利用州參
議員的職權，幫助位於紐約州春谷市一個
公路項目爭取撥款，讓實為聯邦線人和卧
底的房產商獲利。春谷市長和副市長也涉
嫌從中獲利。

聯邦檢察官巴拉拉稱，史密斯、何樂
阮案只是冰山一角，紐約的政治腐敗遠不
止於此。過去7年，有29名紐約州級官員被
控罪，罪名包括性騷擾、挪用公款等等。

此間分析人士認為，此案將對紐約市
長選舉造成影響，多位候選人或將受到賄
賂案的負面衝擊。首先，億萬富翁市長候
選人凱勝的競選顧問塔博納是六名被捕涉
案人之一。塔博納在凱勝下屬的集團任律
師，是其多年的親信。但他卻利用自己皇
后區共和黨部副主席的職務之便，為史密
斯競選市長打通關節。凱勝的發言人當天
稱之為 「莎士比亞戲劇般的背叛」。

中方：不贊成強推多邊軍控條約
法新社

港商告金沙違約索償25.4億

▲4月2日，第67屆聯
合國大會現場 新華社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
表王民（左一）做解釋
性發言 中新社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星洲日報》3
日報道：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布3日解散國會，
為國會選舉做準備。這場選舉被視為大馬執政
聯盟主政56年來的最嚴峻挑戰。

大馬選舉委員會表示，全國大選必須在60
天內舉行，選委會接獲國會下議院議長通知信
函後，將在近期開會決定大選日期；在此之前
，選委會將先公布何時召開決定提名日及投票
日的特別會議。

納吉布表示： 「我今天早上面見國王，請
求他同意解散國會，為第13屆國會選舉鋪路。
」 分 析 家 預 測 ， 馬 來 西 亞 在 國 民 陣 線 （
Barisan Nasional）領導下，民眾憂心貪腐，生

活費用和犯罪率也節節升高，因此這一次可能
是大馬歷來最激烈的一場選舉。

自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以來，一直是由國
民陣線執政。

大馬前副首相安華領導的3黨反對派聯盟
人民聯盟（Pakatan Rakyat）在上一次2008年
選舉中異軍突起，拿下空前席次。人民聯盟目
前在222個國會議席中佔有75席，在大馬13州
中也握有4州執政權。

反對派憂選舉舞弊
安華表示： 「對人民聯盟來說，這可能是

引進可行替代方案的最好機會，以追求民主並

建立更負責的政府。許多跡象顯示納吉布政府
走投無路了，我認為我們勝選的機會很大。」
他說： 「我主要憂慮在於，他們可能在競選期
間採取暴力手段，以及在投票過程中舞弊。」

納吉布稍早透過全國直播電視演說宣布解
散國會，呼籲各政黨遵守法律，也承諾一旦反
對黨勝選，將和平轉移政權。

但納吉布也提醒國人珍惜手中的一票，因
為這關乎下一代和國家的未來。他說： 「我們
將會告訴大家，為何要再給國民陣線機會，（
讓國民陣線）獲得人民堅強的委託，再度組織
政府，我們將會加倍努力，帶領國家達致2020
年宏願和成為高收入國。」

【本報訊】據美
聯社拉斯維加斯3日
消息：在澳門經營金
沙娛樂場等大型酒店
和賭場項目的美國博
彩大亨蕭登．艾德森
（見圖）又展開了和
香港商人孫志達的法
律大戰。

孫志達稱艾德森
是在他的協助和疏通
下，才取得澳門賭牌
的，並指艾德森曾經答應給他巨額報酬，但後來卻食
言。孫志達現在第二度與艾德森對簿公堂，索取3.28
億美元（約25億4千萬港元）賠償。

這個事件的關鍵點在於，孫志達是否曾於2001年
安排金沙集團管理人員和北京官員的會面促使北京高
官首肯，讓金沙在澳門立足。孫志達說，他受僱於金
沙集團以幫助公司建立與中國政府的聯繫，他應該因
其成功做到了這點而得到補償。

但是金沙集團律師辯稱，他們不欠孫志達任何東
西，因為他並沒有完成幫助公司的承諾。金沙集團稱
是澳門官員，而不是北京官員來決定是否向公司發放
博彩許可證。

這宗訴訟於周三在拉斯維加斯法院展開聆訊，艾
德森定於周四以金沙集團行政總裁身份出庭作供。

今次是內華達州克拉克法縣法院第二次審理此案
。2008年，陪審團裁定孫志達勝訴，判金沙集團要付
出5860萬美元給他，但兩年後，內華達州最高法院推
翻這項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