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綜合美聯
社、法新社15日報道：英
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葬
禮舉行前兩天（15日）的
黎明前，英國官兵參加了

今次葬禮的綵排。15日，一副覆蓋了英國國旗的棺木
由一輛馬車移送至葬禮地點──倫敦中部的聖保羅大
教堂。有700多軍人參加了今次綵排。

官員指今次綵排實屬必要，好讓不同軍種分支的
軍人都熟悉全盤計劃。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多名外
國達官貴人都將出席今次葬禮。

葬禮當天，靈柩被移送至聖保羅大教堂期間，
1982年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
中使用的大炮將會向倫敦的天空鳴放。昔日在南大西
洋戰鬥的軍團成員則負責移送靈柩。教堂內的福克蘭
群島戰爭老兵就會加入2000名獲邀向 「鐵娘子」告別
的世界領袖、名人、朋友和同僚的行列中。

福克蘭群島戰爭歷時74天，造成649名阿根廷人
和255名英國人死亡。這次戰爭不但令英重新控制了
該群島，還挽救了戴卓爾夫人的政治事業，令她擺脫
了低迷的民望，在1983年第二次以壓倒性姿態勝出選

舉。
和平抗議、反戴卓爾夫人歌曲和標語預料也會到

場。戴卓爾夫人作為一名政治領袖，評價一直兩極化
。一周以來，各地出現即興式街頭慶祝活動，慶祝她
的去世。數百名民眾13日晚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參加
「派對」，他們當中許多人說，會到戴卓爾夫人的葬

禮抗議。
一名34歲的藝術家說： 「我計劃去現場，然後在

她經過時，轉身背對。」她說，反對為這樣一個爭議
性領導人辦理一場昂貴葬禮。

必要時用軍隊應對示威
戴卓爾夫人出殯當天，倫敦中部將有一大部分要

封閉，包括圍繞白金漢宮和議會廣場的道路。出殯路
線上多個地鐵站也會關閉。部分警員要取消休假。在
最壞的情況下，警方可以招用武裝部隊，後者有700
人參加葬禮。

負責今次葬禮編排的查特伯恩少校說，示威將由
警方應對。但他又說： 「這些（軍人）有很多都曾經
在阿富汗服役。如果有些什麼事非要他們應對不可，
他們將在自己的責任範圍內加以應對。」

【本報訊】綜
合美聯社、法新社
15日報道：4月15日
是朝鮮已故領袖金

日成誕辰101周年，現任領導人金正恩凌晨
率領黨政軍高層，到安放祖父金日成與父親
金正日遺體的錦繡山太陽宮參拜。報道指，
這是金正恩兩星期以來首次公開露面，打破
了外界種種政變謠言。

金正恩露面破政變謠言
攜黨政軍高層參拜太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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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15日報道：
美國國務卿克里15日在亞洲之行最後一站東京與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面，表示華盛頓對 「真實和
可靠」的談判持開放態度， 「但責任在平壤」。
他指朝鮮必須採取 「有意義的措施」，去展示它
將兌現過去的承諾。

克里讚揚中國目前的對朝立場，相信 「中國
加上其他國家就能制定對朝有效政策」，他又指
他從中國得到合作的保證，以紓緩緊張氣氛，在
在顯示世界正以同一把聲音說話。克里說： 「有
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們團結一致。這一點不容混
淆。」

華盛頓一直強調，朝鮮、韓國、日本、俄羅
斯、中國和美國一起參與的 「六方」無核化會談
，是華盛頓唯一與平壤談判的平台。

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尹炳世15日在一個記者
會上表示，朝鮮有疏遠其老盟友的風險。他說：
「只要朝鮮繼續作出挑釁，中國人民就會察覺到

它是負擔多於資產。」

加強亞太戰略部署
克里還在15日的一場演講中，為美國重返亞

太的戰略辯護。美國對亞太地區的 「再平衡」戰
略被視為遏制中國崛起的一種方式。

克里對東京工業大學的學生說： 「有些人也
許會對美國給這區的承諾表示懷疑。（但）我對
你們的承諾是，作為一個重視太平洋夥伴關係的
太平洋國家，我們將繼續加強我們在亞洲積極和
持久的存在感。」

克里在演講中針對中日釣魚島主權糾紛說：
「把糾纏已久的領土糾紛拋在腦後的時間到了。

」他又說： 「這方面的風險實在太高。全球經濟
也很脆弱，根本不容許任何人拿這些遺留下來的
問題令地區分裂，並在這地區給火上加油。」

克里在演講中還不指名地批評中國 「深刻的
網絡攻擊對這個地區也是損人不利己」。

日與北約加強軍事合作制華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15日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15日晚在首相官邸會見了北約秘書長拉斯姆森，並簽署了一
份旨在加強日本與北約軍事安保合作的政治宣言。據稱，雙
方就加強軍事情報交流，共同打擊國際海盜組織，應對朝鮮
半島局勢，維護海洋權益等領域，達成了共識。

這是日本首次與一個區域軍事組織單獨簽署軍事合作宣
言，顯示日本期望借助北約的力量，加強自己在亞洲乃至世
界軍事舞台的存在感，對中國發展軍事力量實施牽制，擴展
日美安保的內涵與範圍。

今年1月，安倍首相曾經委派眾議院外務委員長河井克
行訪問北約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與北約秘書長拉斯姆森會
談，並向其轉交了一封親筆信。安倍在親筆信中游說北約在
中日的釣魚島對峙中，能夠站在日本一邊，並幫助日本對抗
中國。

【本報訊】據中央社15日報道：朝鮮半島局勢
不明，專家分析，半島緊張情勢短期難以緩解，但
由於各方都沒有發起戰爭的動機，開戰機率不高。

中國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王宜勝表示，平
壤雖然言辭激烈、態度強硬，甚至有一些升級衝突
的具體行為，但是這些並不能改變朝鮮在整體和戰
略態勢上的弱勢與防守地位。王宜勝說，只要美國
與韓國不開第一槍，朝鮮不太可能主動對美韓發動
大規模武力攻擊。

不過，他也認為，朝鮮半島危機短期內難以徹
底解決，因為實現半島無核化與美朝關係正常化是
個長期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有中國學者曾撰文表示，朝鮮半島發生戰爭的
機率為70%到80%。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
學院副教授金燦榮表達了不同看法。

金燦榮認為，對朝鮮來說，若與美韓作戰，應
該沒有勝算，而且結局會非常慘。至於美韓，金燦

榮說，韓國經濟發展得很好，美國則是 「在國際局
勢中辛苦得不得了」，誰也沒有意願作戰，除非是
擦槍走火。

福布斯華人富豪榜 李嘉誠15連冠
【本報訊】據福布斯中文網15日報道：財經

雜誌福布斯（Forbes）15日公布2013年華人富豪榜
， 「超人」李嘉誠今年以淨資產310億美元的財富
，連續第15年蟬聯華人首富，財富較去年增加55
億美元。

華人富豪榜上前3名都由香港房地產界包辦，
第2名是恆基集團主席李兆基，財富203億美元；
第3名是新鴻基地產集團負責人郭炳江及郭炳聯兩
兄弟，財富200億美元。

中國內地首富則換人，由食品業的娃哈哈集
團董事長宗慶後以116億美元淨資產奪下，排名第
9，他是中國內地唯一入榜前10名的富豪。去年榜
單上的內地首富為百度公司董事長李彥宏，他去

年以102億美元的財富排第6，福布斯的分析指，
李彥宏今年受股價下跌影響，身家萎縮至69億美
元，排21名。同樣受股價下跌影響導致財富縮水
的，還有去年入榜前10名的另一內地富豪、三一
重工集團董事長梁穩根，他今年以73億美元的淨
資產排在第19位。

台灣首富是旺旺集團主席蔡衍明，他去年以
62億美元身家排16，今年則超越富邦集團董事長
蔡萬才，成台灣首富，排名第12。蔡萬才今年排
第18、身家78億美元，財產增加但排名後退7名。

華人富豪半數來自內地
福布斯分析指出，2013年淨資產達10億美元

以上的華人富豪增加47人，共計245人，年增24%
；淨資產合計增加1627.1億美元、共計7184.6億美
元，年增29%，財富成長高於人數成長，這顯示
財富仍更集中於有錢人的趨勢；華人富豪榜中國
內地富豪佔到了一半，成為華人社會億萬富翁主
力。

此外，在最富有的十個華人裡，有6位已經年
過80，耄耋之年的億萬富豪們大多已從單一的產
業經營轉型到多元化經營；而最年輕的億萬富豪
是來自中國內地的宗慶後和泰國的蘇旭明，同為
食品飲料行業的兩人分別通過釀酒和軟飲料這兩
大類快消飲品積累了巨額財富，可謂是舌尖上的
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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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執政勞動黨報章《勞動新聞》15日圖文並茂地
報道，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凌晨到錦繡山太陽宮向金日成
和金正日表達懷念和敬意。韓聯社稱，此次金正恩在公
開場合露面是本月1日出席最高人民會議後時隔14天的
第一次。此前，金正恩許久沒有公開露面，其動向引發
外界關注，甚至引來各種傳聞。有人稱朝鮮內部出現了
軍事政變，還有人稱可能是核心人物張成澤被監禁等。

據悉，當天陪同金正恩參拜錦繡山太陽宮的人士包
括軍總政治局長崔龍海、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成澤等
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防委員會和人民軍高級幹部
。金正恩去年太陽節也率領軍方高級幹部參拜了錦繡山
太陽宮。

民眾歡度節日
太陽宮一度是金日成的辦公室，15日向公眾開放。

這裡早前經過裝修，巨大的水泥廣場由噴泉、公園長凳
和鬱金香取代。一塊塊的青草地上面有細小的告示牌，
顯示捐錢資助景觀美化費用的企業（包括近期被加進美
國財政部黑名單的朝鮮外貿銀行）和政府機關。

雖然國際社會近期因為朝鮮可能發射導彈而精神緊
繃，但平壤居民似乎完全不受此影響，15日上街慶祝全
國重要假期──金日成的冥誕。在平壤市中心，大批民
眾在寒冷和灰蒙蒙的天氣中排隊，向金日成和他的兒子
、已故領導人金正日的銅像獻上一束束的假花。他們在
朝鮮每個重要假期都這麼做。民眾也在路邊的小食檔排
隊領取按假期傳統配給的花生。

朝鮮官方媒體對於準備開戰一事隻字未提，反而集
中報道民眾向金日成致敬等慶祝活動。住在韓國，上周
剛和朝鮮友人聯絡的脫北者徐在丙表示： 「民眾在街頭
張燈結綵慶祝，一點都不像戰時。通常無法發糧的朝鮮
政府，也發放了約一到兩周的米糧特別配額。」

南北對話可能性增
隨着朝韓雙方近幾日的 「隔空喊話」，輿論關注點

轉向南北對話的可能。韓國國防部長官金寬鎮15日表示
，目前並未發現朝鮮準備發起全面戰爭的徵兆，但從朝
鮮近日進行的一系列威脅言論和韓半島政治與軍事情況
來看，朝鮮隨時都有可能發起局部挑釁。

金寬鎮還說，目前判斷朝鮮已做好導彈發射準備，
韓軍正對此進行密切監視。他表示，國際社會為了促成
朝韓對話正在進行外交與政治努力，在此情況下朝方應
該盡早參與對話，並且為解決韓半島問題做出相應的努
力。

朝鮮14日通過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發表聲明稱， 「
韓方若真有對話意志，首先應放棄對抗姿態」。韓國統
一部發言人金炯錫15日將朝方回應解釋為 「拒絕了韓國
政府的對話提議」，但他再次強調開展對話的希望，並
表示支持開城工業園內韓方企業訪問朝鮮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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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軍人、工人及學生15日在平壤向金日成及金正日的巨型雕塑獻花 路透社

▲韓國反戰人士15日在首爾示威 美聯社

▲美國國務卿克里（左）15日在東京與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會面 法新社

◀▼700名軍
人15日為戴卓
爾夫人葬禮綵
排

美聯社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