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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指美日將共同防衛釣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
京報道）美國國務卿克里14日起將
訪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副院長金燦榮接受本報訪問時指
出，中美兩國高層近期溝通較少，
克里訪華恰能對此進行彌補。除此
之外，中日關係亦將是克里與中
國高層對話的第二大主題。就克
里訪華前對中國在東海劃設防空
識別區發表的強硬言論，金燦
榮指，這表明美國要「管控」
中日之間的摩擦。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
9日發表聲明指出，克里訪
華將傳達美國致力於尋求
與中國建立一種積極、合
作和全面的關係，並就
朝核問題、中美就氣
候變化和清潔能源等
問題與中國領導人進
行磋商。金燦榮認為，
克里此行所關注的主要
問題，是中美要達成哪
些共識，而這並非由美國

單方面決定，中美兩國高層近期溝
通較少，克里訪華正可彌補這一欠
缺。金燦榮預測，3月份荷蘭海牙
召開的第三次核安全峰會和今年秋
季在中國召開的APEC峰會，也將
是克里此次與中國高層對話將涉及
到的內容。
對於克里本次行程中並沒有安排

日本，金燦榮指出，這是因安倍於
去年12月不顧美國方面勸阻參拜靖
國神社，引發美方不滿，日本因此
多次派官員出訪美國，美日溝通已
非常充分。而此前克里對中國在東
海劃設防空識別區所發表的強硬言
論，金燦榮表示，這說明美國對中
日之間的摩擦開始進行管控。金燦
榮指，在中日關係問題上，美國一
直希望維持「吵而不打」的狀態，
但從最近的態勢來看，存在「擦槍
走火」的可能。美國一方面對中國
採取威懾姿態，一
方面安撫和管制日
本，對中日摩擦開
始進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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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派兵參加美泰軍演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與泰國

軍隊共同主辦的2014年「金色
眼鏡蛇」多邊聯合演習11日在
泰國彭世洛府揭幕。中國首次
派實兵分隊參與演習。
據中新社報道，中方參演

分隊17人以廣州軍區為主抽
組，參加演習的人道主義救
援行動演練部分。主要參演
課目包括「指揮協調中心工

作和室內推演、工程援助演
練、醫療救援和軍事醫學研
討交流活動」。
「金色眼鏡蛇」演習仍是

以美泰兩國軍隊為主體，新
加坡、日本、韓國、印尼、
馬來西亞等地區國家的軍事
人員參演，參演人數大約一
萬人。演習全部活動將於2
月23日結束。

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升正部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

領 北京報道）據公安部網站
顯示，劉金國現任公安部副
部長、黨委副書記（正部長
級），紀委書記、督察長。
劉金國由此跨入正部級官員
序列。區別於一般部委，公
安部在副部長人數和正部級
領導名額上，均有所偏重。
劉金國現年59歲，是河北

昌黎人，歷任河北省秦皇島
市公安局長、河北省公安廳

副廳長等
職，並於
2002 年
獲擢升為
河北省委
常委兼政
法 委 書
記，成為
副部級官
員。2005奉調進京，任公安
部副部長、黨委委員，2009
年兼任公安部紀委書記。

海南書記：做好西沙機場擴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安莉 海口報道）海南省
委書記羅保銘日前在參
加該省人大會議三沙代
表團討論時表示，三沙
市肩負着國家經略南
海，維權維穩，開發保
護的重要使命，凡涉三
沙無小事，要樹立全局意
識，穩紮穩打，更好地實
現國家的戰略意圖。他同
時強調，要做好西沙機場
的擴建工作。
羅保銘強調，三沙要加快

完成國家下達的投資任務，
繼續高效推進基礎設施建
設，首當其衝的是要做好西
沙機場的擴建工作；要履行
國家賦予三沙的行政管理職

責，維護好南海主權和正常
漁業生產；要有大局意識，
盡快完善與各部門各單位之
間的聯合工作機制；要認真
學好國家周邊外交工作會議
精神，吃透習近平總書記關
於周邊外交的重要講話，掌
握維護南海主權與保護開發
的工作原則和方法；要充分
利用海南的地方立法權，在
法律法規方面積極配合國家
戰略意圖。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媒體報道稱，美國海
軍計劃在明年3月之前，在美屬關島新增部
署洛杉磯級攻擊型核潛艇「Topeka」。這將
是第4艘以關島為母港的該級核潛艇。分析
人士稱，美國加強太平洋海域的軍事體制，
是為了牽制中國。
核潛艇是以核反應堆作為動力的潛艇。從
表示艦船大小的排水量來看，洛杉磯級核潛
艇超過6000噸。
據中國日報網報道，Topeka於1989年開

始服役，具有優越靜音性能，並配備有高性
能的水下攻擊指揮裝置和「戰斧」巡航導
彈。Topeka目前正在美國東部的新罕布什爾

州進行大幅改裝，預計今年10月以後完成部
署。美國海軍視此為基於重視太平洋地區國
防戰略的強化前沿部署能力的舉措。
美國海軍剛剛宣佈更換長崎縣佐世保基地

的3艘運輸登陸艦，隨後又宣佈新增部署核
潛艇，分析人士稱這是為了應對中國。美國
國防相關人士表示，「中國核潛艇已開始在
此前沒有出現過的地區出現」。
美國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克林格針對

美國海軍增加部署核潛艇一事指出：「可
能是因為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強。最近幾
年，美國維持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變得非
常重要。」

美
媒
：
日
本
想
甩
掉﹁
戰
敗
國﹂
包
袱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12日報道，在
二戰戰敗後，日本低頭認輸，並接受其作為一個國家的地
位被永久削弱。但日本學者、評論員秋山信昌稱，日本已
經受夠了多年來所扮演的「戰敗國」的角色。
秋山信昌是日本一橋大學國際和公共政策學院的教授。
他表示，日本想甩掉「戰敗國」的包袱，這或許能在一定
程度上解釋安倍在國內取得的巨大政治成功。安倍竭力消
除戰後的「恥辱感」。
但分析指出，這也正是中國和韓國為何如此本能地反對
安倍的原因。日本對這兩個國家怎麼道歉都不足以抹平傷
害。
秋山信昌表示，日本民族主義者已經受夠了日本的「戰
敗國」稱號。報道指出，安倍也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他竭
力主張重拾日本過去的驕傲、重建對未來的信心，這一主
張尤能引起日本年輕人的共鳴。在戰時敵對狀態已結束近
70年之後，日本年輕人已不願再背負「戰敗國」的負擔。
報道指出，安倍於去年12月參拜靖國神社的舉動震驚了全
亞洲，也讓美國對安倍的政治判斷力產生了懷疑。但在日本，
安倍的形象並未受到實質性的損害。近期一項民調顯示，41%
的日本人支持安倍參拜靖國神社，46%反對。

拜鬼讓安倍執政蒙陰影
報道稱，安倍真正的任務是通過塑造日本在本地區的新
角色，也就是「制衡」在本地區勢力日益增強的中國，來
幫助日本擺脫戰爭歷史。而參拜靖國神社為這一任務蒙上
了陰影。
報道稱，安倍面臨的一個難題是，由於歷史罪行嚴重，
日本任何改變道歉認輸姿態的舉動，無論多麼微小，都會
在本地區引發極大的擔憂。報道稱，美國大體支持安倍修
改日本憲法的行動，也樂於看到日本在本國防務上承擔更
多責任。但安倍與日本鄰國對抗的方式令人警覺，而且他
的民族主義將走向何方也令外界普遍保持警惕。

安倍：中日速建機制避衝突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表
示，為了防止日中之間發生武裝衝突，必須
加緊與中國建立海空聯絡機制。
據日本新聞網報道，安倍在昨日下午的眾

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回答大眾黨議員淺
尾莊一郎的質詢時作上述表示的。
淺尾質詢稱，假如中國的軍機侵入釣魚島

日本領空，日本自衛隊該如何對處？安倍表
示，防衛省正在制定相應的措施。目前日本
與中國之間存在着一個防空識別圈問題，尤
其是釣魚島上空出現了重疊，因此，與海上
相比，感覺到空中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
大，因此很有必要與中國盡快協商建立緊急
聯絡機制，而且應該是海空的聯絡機制。

日向華船長索賠 中方指無效促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政府昨日向沖繩縣那
霸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向駕漁船撞壞日本海
上保安廳巡視船的中國船長詹其雄（44歲）
索賠1429萬日圓（約84萬元人民幣）。外交
部發言人華春瑩12日針對此事表示，釣魚島
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中
國漁民漁船的扣押、調查以及任何形式的司

法舉措都是非法和無效的，中方要求日
方就這一事件向中方作出道歉和賠償。
據日本新聞網報道，在中國船長已經

回國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向「不在嫌疑
者」索賠，是超乎尋常的事。這也是日
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船受損的第一例民事
訴訟案。
消息說，日本政府的訴訟狀於昨日下午

遞交到那霸地方法院。同時，日本政府將
向法院遞交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廳
巡視船在圍堵一艘進入釣魚島附近海域捕
撈的福建漁船「閩晉漁號」時，這艘漁船

衝撞了巡視船的現場錄像作為證據。
日本政府稱，中國漁船衝撞海上保安廳巡視

船「與那國」和「水城」號，使得這兩艘巡視
船的外板等受損，損失金額達到1429萬日
圓。根據日本法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有效期
限是2年，將於本月20日到期。為此，日本政
府決定提起民事訴訟，繼續向中國船長索賠。

■中國漁船在釣島海域與日本巡視船相撞時的日
方監視錄像截圖。 網上圖片

■■西沙永興島機西沙永興島機
場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劉金國

美欲增新核潛部署關島制華

■■美國美國TopekaTopeka洛杉洛杉
磯級攻擊型核動力潛磯級攻擊型核動力潛
艇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據報道，麥艾文在接受日媒訪問時表示，美國反對單邊改
變現狀的立場，特別是反對改變日本擁有對釣魚島行政

管轄權現狀的做法。麥艾文強調，釣魚島適用美日安保條
約，美國將與日本一同防衛釣魚島。「日本是美國的盟
國，是美國的密友，我們的政策與防衛承諾，包括美日安
保條約第五條的承諾，我們對此始終是公開表明態度的。」
而具體到對華關係上，麥艾文指出，美中兩國既合作又競
爭，在兩國關係上，應該真正聚焦的是確保做到明確性、一
貫性，以及可預測性。麥艾文認為，白宮處理涉華事務時應
有前述三大標準，這將有助於擴大合作關係，並化解分歧。
對於克里這次訪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日前表示，

指中美雙方會就中美關係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
見。

商朝核及清潔能源合作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表示，美國致力於尋求與

中國建立一種積極、合作和全面的關係，並歡迎一
個在世界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和平與繁榮的中
國崛起。亦有專家預測稱，克里訪華期間將與
中國政府高級官員會晤，就雙方關心的問
題展開商討，比如朝核問題，中美就氣
候變化和清潔能源進行合作問題，以
及中日問題。
另悉，去年4月，克里曾對中國進

行了為期兩天的訪問，當時正是克里
擔任國務卿之職後首次訪華，對當時
的訪華行程，克里用「極其有建設
性」進行了評價。而今年是中美建交
35周年，克里此次選擇年初訪華，將
如何推動中美關係發展值得外界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展開亞洲四國行

的美國國務卿克里將於本周五抵達北京訪問。在克里訪

華前夕，美方高級官員紛紛就中日因釣魚島及東海主

權爭議發表對華強硬言論。負責東亞事務

的助理國務卿羅素（Russel）早前指克

里將會向中國施壓「要求不要採取挑釁

行動」，而白宮國安會負責亞洲事務的

高級主任麥艾文11日也稱，釣島適用美

日安保條約，「美國將與日本一同防衛釣魚

島」。媒體普遍預計，中日問題將是克里訪華的重

點內容之一，他很可能會呼籲中日盡早展開對話，

緩和緊張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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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去年曾在加州彭德爾頓基美日去年曾在加州彭德爾頓基
地舉行聯合演習地舉行聯合演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克里將於明日訪問
中國。 資料圖片■■白宮指美日將共同防衛釣島白宮指美日將共同防衛釣島。。圖為釣魚島圖為釣魚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