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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
美聯社、法新社、路
透社、韓聯社2日消息
：據朝鮮官方通訊社

朝中社2日報道，去年11月開始被朝鮮扣留
的韓裔美國公民裴俊浩（亦稱肯尼斯．裴）
，因 「反朝鮮敵對罪」 ，被朝鮮最高法院判
處15年勞動改造。分析人士指出，在朝鮮半
島局勢持續緊張之際，朝鮮此舉意在向美國
施壓，以此作為跟美國談判的籌碼。早前有
報道指美國前總統卡特準備再次訪問朝鮮，
後來獲否認。

朝重判美公民15年勞改
旨在向白宮施壓 尋求談判新籌碼

國際聚焦

朝中社指，有關裴俊浩 「從事反朝敵對行為」的審
訊，周二在朝鮮最高法院進行。報道亦稱他已認罪，但
犯罪詳情則未見透露。

現年44歲的裴俊浩在韓國出生，現已入籍美國，曾
就讀俄勒岡大學，是華盛頓州居民。據裴俊浩的友人和
同事說，裴俊浩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以中國大連為基
地經營前往朝鮮旅遊的旅行社，並且不時到朝鮮照料孤
兒。去年11月3日，他帶領遊客進入朝鮮東北部經濟特
區羅先時，被指控 「推翻朝鮮」政權而遭逮捕。

傳曾拍攝飢餓朝鮮孤兒
據悉，裴俊浩曾與在美國居住的母親通過電話，提

及自己曾在中國幫助過朝鮮的小偷。韓國人權活動人士
稱，裴俊浩有可能是因為拍攝街邊乞討的飢餓朝鮮孤兒
，以爭取外界更多援助而被捕。

在朝鮮，勞改犯人要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被判
勞改一般是判刑兩年以上的重罪犯人，包括殺人、搶劫
、盜竊、強姦等刑事犯和詐騙、貪污等經濟犯。依照朝
鮮相關法律，勞改犯將於宣判後10天內被移送至勞改所
。一名脫北者表示，裴俊浩有可能在一個專為外國人設
立的特殊設施內勞改，而不是朝鮮本國的勞改所。

美國促請朝鮮從人道主義角度考慮，盡快釋放裴俊
浩。美國國務院代理副發言人文特雷爾周一表示，美國
政府把本國公民的安全放在首位。由於美國與朝鮮沒有
正式的外交渠道，因此正與瑞典駐平壤大使館合作，尋
求證實裴俊浩被判刑的報道。

卡特否認計劃訪朝
裴俊浩的判決，比2009年被朝鮮判處12年勞改的美

國兩名女記者──華裔凌志美和韓裔李麗娜，量刑還重
。分析人士認為，朝鮮此次對裴俊浩處以重刑，旨在向
美國施壓。朝鮮最近進行第3次核試驗，並連續發表強
硬言論等導致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升溫，在此背景下，朝
鮮希望尋找機會與美國展開對話。

此前被朝鮮扣押的美國公民，多在沒有服刑的情況
下被遞解出境或釋放，當中部分人被赦免之前，美國都
派出知名人士到訪平壤，包括前總統克林頓和卡特。今
年1月，美國前駐聯合國代表理查德森和谷歌公司董事
會主席施密特訪問朝鮮時，曾爭取裴俊浩獲釋，但未能
成功。

美國官員指出，裴俊浩是持有效簽證進入朝鮮，
並承認關注到他有可能用作 「政治上討價還價」的籌碼
。韓國智庫世界朝鮮研究所所長安燦逸（譯音）說，自
從朝鮮一年多之前發射衛星，美朝關係惡化，平壤正尋
求再進行這種會晤。他說： 「朝鮮正以裴俊浩為籌碼，
令訪問成事。而美國權貴之人訪問平壤，也可以給金正
恩的領導地位增光。」

之前有消息指，卡特最近致函美國國務卿克里，傳
達希望訪問朝鮮的想法，外界懷疑與裴俊浩釋放有關。但
卡特的發言人2日表示，卡特現時沒有訪問朝鮮的計劃。

近年被朝扣押美國人
時間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法新社

姓名

女記者凌志美（華裔）
和李麗娜（韓裔）

戈麥斯

全勇洙（韓裔）

罪名及刑期

非法進入，勞教12年

非法進入，勞教8年

傳教，扣留半年

美派出解救代表

前總統克林頓

前總統卡特

朝鮮人權特使羅伯特．金

【本報訊】據法新社華盛頓2日消息：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學
院美朝研究所1日通過對比衛星照片表示，
朝鮮三年前在寧邊核基地開始興建的輕水反
應堆即將竣工，最快可能在數周內啟動。此
舉引起國際社會關注，擔心朝鮮會繼續擺出
強硬姿態與西方國家對抗，發展更多的核武
器。

該研究所專門觀察朝鮮的網站 「三八線
以北」，對比了人造衛星於三四月間拍到的
最新照片顯示（見下圖），朝鮮工作人員看
來已在該座輕水反應堆內，進行最後的準備
工作，包括建築工程完成之後的清潔工作。

自2010年以來，朝鮮聲稱在該座輕水反
應堆鄰近的一座設施內，一直有提煉濃縮鈾
。研究人員認為，如果真有其事的話，朝鮮
可能已經擁有足夠的核元素和材料，令該座
反應堆可以操作幾年。

研究員劉易斯和漢森發文稱，如果按時
竣工，濃縮鈾供應不成問題， 「現時的情況
意味，那座反應堆或許在數星期內開始運
作。」不過，他們說，朝鮮可能還要花多9
個月至1年時間，即2014年上半年，才可令
該座反應堆完全啟動。

朝鮮一直堅稱反應堆是用於民用發電，
但美韓等國擔心，輕水反應堆也可用來生產
核武器的必備原料，這意味一旦該反應
堆投入運作，加上朝鮮已有的石墨反應堆，
朝鮮製造核武的能力將得到增強。

有核能專家擔心，朝鮮建設核反應堆經
驗不足，並且不願接受國際社會的監督。若
發生自然災害等事故，朝鮮有可能會重蹈日
本福島核電站覆轍。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英國廣播電視公司
2日消息：美國當局1日逮捕波士頓爆炸案嫌疑人
焦哈爾的3名大學同學，指控他們妨礙司法調查
和做偽證，但三人與爆炸案策劃無關。當中塔扎
亞科夫和卡迪爾巴耶夫都來自哈薩克斯坦，而菲
利波斯是美國公民。其中塔扎亞科夫的學生簽證
甚至已經失效，卻仍在1月成功由哈薩克返回美
國。

3名新犯罪嫌疑人是焦哈爾在麻省達特茅斯
大學的同學，均為19歲。當局起訴塔扎亞科夫與
卡迪爾巴耶夫，指控他們涉嫌妨礙司法調查，因
為他們在聯邦調查局（FBI）搜查焦哈爾的宿舍
前，扔掉了他的手提電腦和背包，最高可判處5
年徒刑與2.5萬美元罰款。

至於菲力波斯則被控執法人員約談時告訴不
實內容，涉嫌偽證罪，最高可判8年徒刑與2.5萬
美元罰款。

卡迪爾巴耶夫在4月18日開車回家時，接到
大學好友菲力波斯驚慌失措的來電。菲力波斯說
，當局公布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嫌疑人的照片，
照片中人看來非常眼熟。

在電視上看到波士頓爆炸案嫌犯焦哈爾的圖
像後，卡迪爾巴耶夫給焦哈爾發手機短信說，嫌

疑人看上去很像你。焦哈爾回短信說： 「你最好
不要和我聯繫」。後來他又發短信說： 「我要走
了，我宿舍裡的東西你們需要就去拿。」

塔扎亞科夫和卡迪爾巴耶夫在商量後，扔掉
了他們在焦哈爾宿舍裡發現的手提電腦和背包，
而FBI後來在垃圾場找到了這些東西。

一人學生簽證已失效
根據FBI訊問結果，卡迪爾巴耶夫2011年認

識焦哈爾，當時兩人都是麻省大學達特茅斯分校
的大學一年級學生。他說，去年春天他和焦哈爾
成為 「交情更好的朋友」，也經常去他家。焦哈
爾和塔扎亞科夫跟卡迪爾巴耶夫，在校園內經常
用俄語交談。

據一名匿名執法人員透露，塔扎亞科夫去年
12月離開美國，他因已從大學休學，學生簽證在
1月初即被註銷，但仍於1月20日順利入境紐約，
再次令人質疑美國安全漏洞。

該名美國官員說，塔扎亞科夫回到美國時，
國土安全部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資訊系統（SEVIS
）內還有他的資料，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並不
知道接獲退學通知，所以讓他繼續持學生簽證進
入美國。

【本報訊】據法新社及美聯社華盛頓2日消息：美
國總統奧巴馬2日提名坐擁億萬身家的知名酒店凱悅集
團的女繼承人普利茨克出任商務部長，並提名首席國際
經濟顧問弗羅曼出任美國貿易代表。

奧巴馬2日在白宮宣布這兩項提名，並承諾這兩人
的提名一旦獲得通過，讓他們賣力工作。兩人將會協助
令經濟更強健，增加中產階級的安全感。

奧巴馬指普利茨克 「是我國中一位最卓越的商界領
袖」，形容弗羅曼是一位 「格外棘手的談判員」。

普利茨克是奧巴馬最後一位的內閣成員人選。她要
填補布賴森辭去商務部長一職後留下的空缺。她曾在奧
巴馬2008年和2012年競選總統期間，協助他籌募競選資
金。

弗羅曼曾經是花旗集團的行政人員，也是奧巴馬在
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同學。他將準備接替2月離任的柯克
出任貿易代表。

凱悅女繼承人掌美商務部

【本報訊】據美聯社倫敦2日消息：英國檢察官2日
說，英國廣播公司（BBC）資深電視節目主持人霍爾承
認14項猥褻年輕女性的罪名，其中一名事主在案發時只
有9歲。

這名83歲的前體育問答節目主持1月被捕，就1967
年至1986年間他被懷疑犯下的罪行接受問話。霍爾其實
早在4月中已在法庭認罪，但基於法律上的理由，資料
要在2日才公布。

霍爾的代表律師艾利特說，霍爾 「為他所做的事感
到抱歉」，並希望向事主們致歉。艾利特說： 「他實在
太清楚自己是徹底丟臉的了。」檢察官阿夫扎爾說，霍
爾是一名 「找機會下手的掠奪者」。事主們彼此並不相
識，而且被告的作案時間跨越20年。他說所有事主提供
了 「驚人地相似的記述」。

該檢察官說，一名事主鑑於霍爾經已認罪，決定不
就本案提供證據。霍爾將於6月17日被判刑。

BBC2日宣布， 「英國廣播公司不再（和霍爾）締
結合約」。霍爾是被控告數十年前犯下性罪行的多位知
名娛樂及媒體人物之一。他被捕之前，已故的BBC著名
節目主持人薩維爾被揭發有性侵犯惡行多年。

BBC主持認猥褻9歲女童

【本報訊】據韓聯社5月2日報道：韓國政府的 「
南北協力地區支援團」2日決定，對撤離朝鮮開城工
業區的韓國企業提供3000億韓圜（約21億港元）的資
金援助，以彌補其損失。

這123家進駐朝鮮開城工業區的韓國中小企業，
因朴槿惠政府下令全數撤離開城而陷入經營困境。

韓國政府的上述資金援助包括：韓國合作基金特
殊貸款（630億韓圜），貸款利率為2%、中小企業創
業和振興基金（1000億韓圜），貸款利率為2%，以
及 「政策金融公司轉貸」資金（1000億韓圜）和 「信
用保證基金及技術保證基金特殊保證」資金（369億
韓圜）。6日起接受撤離開城園區的韓國企業申報領
取上述金援。

此外，韓國政府還計劃推行總額達3000億韓圜的
南北韓合作基金經濟合作保險項目，並對撤離開城的
企業給予第2階段、第3階段的援助。韓國的友利銀行
、企業銀行和進出口銀行也分別對上述企業給予1000
億韓圜、1000億韓圜和3000億韓圜的資金援助。

朝稱美是開城危機 「元兇」
朝鮮網站 「我們民族之間」2日主張，美國是導

致開城工業園區事業陷入危機的 「元兇」和 「罪魁禍
首」。

「我們民族之間」當天在題為 「美國伸向開城工
業園區的魔手」文章中表示，不久前訪問首爾的美國
國務院副國務卿對韓國提出的所謂 「重大舉措」表示
「予以理解」和 「全力支援」，慫韓方採取實際行

動。韓方為 「損毀」開城工業園區採取的行動正好反
映出美國在背後操縱。

報道稱，朝方的此番言論是針對4月27日美國副
國務卿伯恩斯會見韓國外交部長官尹炳世時，對韓國
政府撤回滯留在開城的韓方人員表示全面的理解與支
援一事。

《華爾街日報》報道，開城工業園區即將全面關
閉，除了顯示朝鮮把政治看得比經濟改革更重，亦顯
示朝鮮將更依賴中國的支持與援助。

迄今為止，中國仍是朝鮮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但
中國對朝鮮近來的武力恫嚇已經顯現不耐煩心態，導
致2013年第一季對朝鮮的出口下降，甚至嚴格措施執
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制裁朝鮮的決議。

韓補償開城企業21億

▲朝鮮最高法院在4月30日判處韓裔美國人裴俊浩（小圖）15年勞改 美聯社

▼波士頓馬拉松
嫌疑犯焦哈爾（右
）與哈薩克斯坦裔
同學塔扎亞科夫（
左）和卡迪爾巴耶
夫（中） 路透社

▲4月30日，一架滿載貨物的韓國汽車駛離開城
工業區 美聯社

◀焦哈爾另一位
被捕的同學、美
國人菲利波斯
英國《每日郵報》

▲BBC老牌主持人霍爾 法新社

▲2009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左一）訪問朝鮮，
解救被扣押的華裔女記者凌志美（左三）和韓裔女
記者李麗娜（右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