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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路透社
、英國廣播公司、星期日郵
報、星期日立報14日報道：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
13日要求英國廣播公司（

BBC）撤回原定於周一播放、有關朝鮮的新聞特寫節目
《廣角鏡》（Panorama）。事緣該學院不滿BBC卧底
記者斯威尼假扮該院博士生，隨同該院學生會到朝鮮，
然後伺機採訪。校方指BBC此舉將學生置於險境，一旦
記者身份被朝鮮識穿，後果不堪設想。

▲委內瑞拉人14日在首都加拉加斯排隊投票選舉總統 路透社

委國大選 定「後查韋斯」走向

倫敦政經學院震怒 促撤紀錄片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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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擬向土耳其阿聯酋售核電日越下月海洋磋商聯手制華
【本報訊】據共同社14日報道：日本政府相關人

士13日透露，日本和越南兩國政府已達成協議，5月將
在河內舉行以海洋安全為主要議題的首次雙邊磋商。

日本媒體稱，因釣魚島問題與中國對立的安倍政
府，將在南海與中國存在主權爭議的越南定位為 「共
享利害關係的戰略夥伴」。日方希望通過海洋磋商，
進一步加強日越關係，加大對中國的制約。

日本有關方面還在協調意見，計劃向越南提供巡
邏船。有消息稱，日本積極向東南亞國家和印度推銷

海陸救難飛行艇US-2，並與這些國家展開聯合演習。
日方將由外務省和防衛省的官員出席磋商。預計

兩國政府將通過磋商，在 「不允許肆意開展海洋活動
，基於法治確保海洋安全」方針上統一步調。由於無
法否認發生不測事態的可能性，雙方還將就危機管理
方式交換意見。

今年是日越兩國建交40周年。1月，安倍政府成立
後第一個外訪地就選擇了越南，與越南總理阮晉勇就
加強關係達成了一致。

【本報訊】據日本共同社14日報道：日本計劃與
土耳其、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簽訂核能協定，使日本能
夠向兩國出口核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5月上旬的長
假期間將出訪土耳其和阿聯酋，分別舉行簽字儀式。

安倍政府把基建出口作為日本經濟發展戰略的
支柱之一。簽字後，協定生效還需得到國會批准。
日本政府計劃在秋天召開的臨時國會上提交要求批
准的議案。福島核事故發生後，日本國內對核電出
口持謹慎態度的意見根深蒂固，預計部分在野黨將

表示反對。
關於土耳其的核電建設，日本和土耳其兩國政府大

致達成協議，將由三菱重工和法國阿海琺的合資企業接
到訂單。通過簽署核能協定，日本將具備接受核電訂單
的條件。兩國政府去年3月就簽署協定基本達成了一致。

阿聯酋的首個核電建設項目，雖然日本等企業聯
盟相互爭奪訂單，但2009年已被韓國企業聯盟拿下。
日本政府認為，日企也將提供技術合作，有必要簽署
協定。

BBC著名記者斯威尼3月尾參加了LSE一個學生會Grimshaw
Club組織的赴朝活動，斯威尼的妻子（在LSE教書），以及BBC另一
記者也隨團出發。該校指1980年畢業於該校的斯威尼儘管目前和該校
沒有聯繫，斯威尼申請朝鮮簽證時自稱是歷史學哲學博士。

該校指學生們得悉 「一名記者」會隨他們同行，但並不清楚BBC
的目的是要利用今次訪問，為該廣播機構時事節目《廣角鏡》拍攝一
套紀錄片。LSE表示，朝鮮的各個方面都是多個學術科目的正統研究
題目，但BBC如今可能嚴重破壞了該校的聲譽，不利未來對朝鮮及其
他國家的訪問。該校校長卡爾霍恩在社交網站Twitter寫道： 「這不
是一次官方的LSE旅程。它是由非學生及BBC組織，利用學生會招攬
一些學生，然後另有所圖。」卡爾霍恩還寫道： 「BBC的故事一方面
令本校學生身陷險境，但似乎找不到新資料，只是展示了朝鮮想遊客
看到的東西罷了。」

LSE表示，雖然學院完全支持新聞調查視公眾利益為先的原則，
也讚揚記者在危險的地方工作， 「但我們不能縱容以學院之名、借學
生來包庇這種行動」。LSE學生會秘書長彼得斯─戴對天空新聞台說
，學生們很晚才得知BBC的意圖，其中一名女生更指自己登上了前往
朝鮮的飛機時才得知。

BBC堅稱學生知潛在風險
LSE指其董事會主席曾要求BBC抽起將於15日播放的該集紀錄片

，但遭到該廣播機構的總裁霍爾拒絕。儘管如此，霍爾 「對於BBC員
工利用了學校的名義及名聲作為欺騙手段向學院致歉」。

BBC亦為自己辯護，在官方網站中寫道： 「學生們全都獲明確警
告，在記者作為團員的情況下前往朝鮮，有潛在風險。這包括被拘捕
及扣留的風險，還有他們未來不獲准再到朝鮮的風險。」

斯威尼也在Twitter寫道： 「我們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所發表的
一份聲明有異議。我們確實在拍攝《朝鮮揭秘》。朝鮮的代理機構很
不高興。（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學生們起程前已經知道和理解有
什麼風險。（而且）他們也同意了。」

斯威尼稱朝鮮最令人恐懼
斯威尼1980年畢業於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政治學理學士學

位。他因戰爭報道和揭發侵犯人權行為方面的出色表現成名。斯威尼
為自己能夠潛入禁止記者進入的國家感到驕傲。2002年，他報道有關
穆加貝統治下津巴布韋亂葬崗的新聞，而且為了同反對派領袖會面，
不惜躲在車尾箱中到達目的地。

《廣角鏡》的網站說，斯威尼在 「地球上控制最嚴格的國家裡」
度過了8天。它說： 「從朝鮮首都平壤前往更遠處的鄉間，還有與韓
國邊界接壤的非軍事區，斯威尼見證了文字所不能表達的荒涼景觀、
一個3代人都被洗腦的民族，和一個樂於展示邁向大決戰形象的政權
。」

斯威尼在採訪筆記中寫道： 「我曾採訪過齊奧塞斯庫統治的羅馬
尼亞、薩達姆統治的伊拉克、卡扎菲統治的利比亞、穆加貝統治的津
巴布韋，還有阿亞圖拉們統治的伊朗。但在朝鮮以秘密身份過了8天
之後，我相信這個政權才是最令人恐懼的暴政。

「這個政權瘋狂、拙劣和愚蠢，而且這些特色是同一時間出現的
。但它的吸引力正在褪色，這甚至令它更危險。如果朝鮮的真面目
─極度貧困以及被一個可笑的流氓王朝領導着─慢慢被人民知道
，那就是金正恩拿核作武力恫嚇的最好解釋了。」

【本報訊】據韓聯社14日報道：朝鮮領導人金
正恩自本月1日出席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之後，截至
14日的兩周時間裡，幾乎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韓
國媒體分析指朝鮮目前正在考慮今後的去向。

朝鮮最高領導人在兩周時間裡未現身公開場合
並不罕見，去年7月和10月也有過類似的情況。但
金正恩今年來尤其是3月以來積極參加公開活動，
他突然在人們的視線中暫時 「消失」引來各種傳聞
，有人傳朝鮮內部出現了軍事政變，還有人傳核心
人物張成澤被監禁等。

韓國正在關注朝鮮在金日成誕辰的15日（太陽
節）前後有何動靜。有觀點推測，金正恩利用金日
成的光環效應進行統治，2月16日在金正日誕辰之
時，他參拜了安置遺體的錦繡山太陽宮，所以15日
金正恩自然會再次前往錦繡山太陽宮進行參拜。

精通朝鮮情況的消息人士表示，金正恩展開積
極的公開活動後突然又不公開露面，這也是一種心
理戰，由此來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讓對方感到焦
慮和好奇。

一位朝鮮專家表示，韓國政府提議對話，美國
也強調了對話，所以朝鮮得到了轉變態度的藉口，
也就是說朝鮮可以對內宣傳，韓美兩國屈服於朝鮮
的施壓重返對話。他認為朝鮮不能不理要求緩和緊
張局勢的中國，朝鮮若堅持強硬的態度，這會給其
體制的持久性帶來負面影響。

但也有人認為朝鮮不會輕易改變。首爾大學統
一和平研究院方面表示，朝鮮還沒有充分獲得可以
改變態度的理由，今後還將繼續保持緊張局勢。

【本報訊】綜合
法新社、中新社14日
報道：委內瑞拉大選
投票於當地時間14日
早6時（香港時間18

時）開始，近1900萬登記選民在已故總統查韋斯
逝世40天後將選舉出該國新總統，正式開啟 「後
查韋斯時代」。

兩位熱門候選人分別是查韋斯指定繼續強硬
社會主義路線的馬杜羅，及誓言推動有助企業改
革的年輕挑戰者卡普里萊斯。

大選前最後民調顯示，馬杜羅支持率領先卡
普里萊斯約10個百分點。但民調也顯示，約有
15% 「仍持觀望態度」的選民，可能左右大選最
終結果。

輿論指，無論誰勝選，新任總統都將面臨 「
後查韋斯時代」對內實行經濟改革、抑制通脹、
整頓社會治安、對外調整與拉美各國及美國關係
等重任，而反對派與親查韋斯派的鬥爭在大選結
束後料將持續一段時間。

委內瑞拉選舉委員會公報稱，委全國13638
個投票點內設置超過3.9萬台投票機。大選投票
將通過電子設備完成，選民將通過指紋、身份證
雙重驗證，進行匿名投票。另有來自南美洲國家

聯盟、南方共同市場等組織的約150名國際觀察
員監督選舉。

投票預計當天下午6時結束，如果屆時還有
選民排隊等待投票，則將延長投票時間。初步計
票結果最快將於投票站
關閉後3小時內出爐。本
次大選勝選者將於4月19
日宣誓就職。

委軍方稱，選舉當
日 「史無前例」地在全
國各地部署逾14萬名警力
，防止混亂及暴力事件
發生。委內瑞拉還從9日
起關閉其同哥倫比亞、
巴西及圭亞那邊境，於
選舉結束次日解禁。

委政府曾於12日通過
國家電視台宣布，抓獲
兩名冒充委內瑞拉軍方
官員的外國人，懷疑其
謀劃在投票日製造混亂
。但反對派指，政府意
圖通過此類消息轉移選
民注意力。

作為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一員的委內瑞拉，是
世界石油藏量最大的國家，而查韋斯慷慨提供拉
丁美洲左翼政權如古巴和玻利維亞的經濟援助也
深受矚目。查韋斯於2013年3月5日因癌症病逝。

克里訪日 承諾保護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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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路透社東京14日消息：美國
國務卿克里14日在日本東京表示，美國將保護
它的亞洲盟友，防備朝鮮所做出的任何挑釁行
為，但強調華盛頓希望以和平的解決方案，應
對區內正在加劇的緊張氣氛。

克里在東京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會談後在
記者會上說： 「我認為，傳媒和其他方面大量
聚焦和注意戰爭，實屬可惜。其實我們應該談
的是和平的可能性。而我認為這些可能性是存

在的。」
日本是克里今次亞洲之行的最後一站。他

希望此行能凝聚對遏止朝鮮核計劃的支持，並
安撫美國的盟友。克里說，美國將 「做需要做
的事」，以保衛其盟友日本和韓國，但他也說
： 「我們的選擇是談判。我們的選擇是走向談
判桌，設法為這區帶來和平。」

克里也尋求澄清他13日在北京發表的評論
。有人認為該番評論暗示他可能提出，如果中
國說服了朝鮮放棄其核計劃，近期在亞洲增強
的導彈防禦部署就會被解除。五角大樓近期宣
布，計劃在西太平洋部署兩艘 「宙斯盾」導彈
驅逐艦，並在關島部署一套 「末段高空區域防
禦」導彈防禦系統。

克里說： 「美國總統之所以部署一些額外
的導彈防禦力量，正正是因為朝鮮的威脅使然
。但目前並沒有有關這方面的協議和討論。」

岸田在同一個記者會上說，日、美這兩個
盟友都希望平壤放棄核野心。岸田說： 「我們
同意，朝鮮應該不要再有具挑釁性的言行，顯
示出它正採取具體行動邁向無核化。不管怎麼
樣，我們都不能准許朝鮮擁有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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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駁斥韓對話提議
【本報訊】據韓聯社14日報道：朝鮮當局14日批評韓國

提議朝韓對話的行為厚顏無恥。
朝鮮發言人表示，目前 「鷂鷹」戰爭演習仍在進行，美

韓以朝鮮的軍事對應措施為藉口，正變本加厲進行侵朝挑釁
活動。韓國方面在提議對話時還針對朝鮮稱 「挑釁」、 「棄
核」、 「惡性循環」等，表明其並未放棄敵對意識和對峙用
心，這種情況下的對話沒有意義。

發言人強調，對峙和對話不能並存，如果韓國當局真心
有意對話，就必須從根本上放棄對峙姿態。今後對話是否進
行，完全取決於韓國當局的態度。

對此，韓國統一部有關負責人14日表示，朝鮮發言人的
級別並不高，且他發表的並不是聲明，而是以回答記者提問
的形式闡明了立場。依 「能否舉行對話取決於韓方態度」等
內容來看，在現階段並不能斷定朝鮮事實上拒絕韓方的對話
提議。

圖片新聞

▲《廣角鏡》記者斯威尼在板門店與一名朝鮮軍官合影 《星期日郵報》

▲美國國務卿克里和日本外務大臣岸田
文雄14日在東京會面 法新社

《星期日郵報》披露了一系列朝鮮內部照片。第一張顯示農民在鄉郊的一條小溪裡勞作；第二張顯示孩子們在貧窮的開城玩耍；
第三張顯示平壤居民走在街上，旁邊有電車經過。 《星期日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