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日修訂防衛指針美日修訂防衛指針
共同應對釣島「防衛」制華

擴全球合作擴全球合作
■■美日敲定美日敲定《《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美日防衛合作指針》》1818年來首年來首
次修訂細節次修訂細節。。圖為美日早年軍演圖為美日早年軍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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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孫志賢)日軍在二戰攻佔
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期間，迫港人兌換日本軍
票，但日本戰敗撤離後，軍票未獲兌回，令很多
人的血汗錢變成廢紙。香港索償協會多年來為會
員向日政府追討，但一直無果。主席劉文接受本
報專訪時指出，日本政府始終不願兌回軍票是出
於政治考量，而非金錢因素，「他們希望利用時
間沖淡一切」，不讓年輕人知道真相。他又指，
若英國政府在二戰結束後願為港人發聲，軍票問
題可能早已解決。
劉文表示，日本很多八、九十後年輕人都不知

道歷史，即使知道也不當一回事，如果政府賠
償，便會被指責之前做錯事，因此日本都是以援
助形式補償被侵略國，而不承認是賠償。
劉文又稱，在1970年代，索償協會去信英女王
要求協助，結果獲得回覆，讓協會聯絡香
港布政司。布政司的回覆是「我們當
時從日軍收回一些資產，不過你們
此前沒要求賠償，現在還餘百多
萬元可給協會」。然而這筆錢相
比索償協會會員所持的5.4億元軍
票，根本是杯水車薪。
劉文無奈地說︰「印尼、馬來西
亞、緬甸等皆因政府出面而獲賠
償，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甚
至對日本政府發出通牒，如果
不賠償，新加坡便不會和日
本做生意」，但當時港英政
府一直推搪，沒有為港人
出頭。

美國聯邦儲備局將於明
日結束最新一次議息會議，雖然局
方在上一次議息後的聲明中刪去
「保持耐心」字眼，意味最快6月啟
動加息，但隨着最新公布的一系

列經濟數據未如理想，
加上希臘債務危機岌岌
可危，多位聯儲局官員
近期均改變口風，令市
場關注局方在新一份聲
明中，會否試圖淡化市
場對6月加息的預期。

通脹低就業放緩
官員轉口風
分析師指出，自聯儲
局上月議息會議以來，
經濟有下滑跡象，美元

強勢打擊美企海外銷售額、通脹仍處
於極低水平，勞工市場復甦亦見放
緩。此外，希臘或於數周內債務違
約，勢引發金融市場動盪。FTN Fi-
nancial首席經濟師克里斯．盧表示，

聯儲局官員過去數周的言論改了
口風，顯示局方準備再次
「保持耐心」。
IHS Global Insight 分

析師紐波特及卡羅爾
認為，近期經濟數
據未能清晰反映現
況，預期第2季經濟
活動會較第1季強勁，
為9月加息鋪路。德意
志銀行分析師則指出，
通脹率預期是今年會否
開始利率正常化的關
鍵，「局方希望通脹轉
強，以顯示經濟具動
力。」

■法新社/
英國《金融時報》

聯儲局或淡化6月加息預期

安倍赴哈佛演講
涉賄選 前經產相受查
日本前經濟產業大臣小淵優子涉及的政
治資金問題一案有新發展，當地傳媒昨日
報道，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已對小淵展
開司法調查，並直接傳召她面對面查問。
媒體估計檢方或會追究小淵的法律責任。
小淵優子是前首相小淵惠三的女兒，她
的政治資金管理團隊被揭在2009年至2011
年間，以及在2013年時花費6,000萬日圓
(約390萬港元)給支持者買戲票和吃飯等，
涉嫌賄賂選民。 ■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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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近期持續強勢，衝擊一眾美
國跨國大企業的銷售額。據英國
《金融時報》分析指出，強美元因素
令大型美企今年首季營運收益合共減
少達201億美元(約1,557億港元)，相
當於英特爾、重型工業設備生產商
Caterpillar和投資銀行高盛的收入總
和。全球最高市值的蘋果公司於美股
昨日收市後公布首季業績，相信亦不
能倖免。該公司1月已警告，匯率因
素或令季度收入大減逾20億美元(約
155億港元)。
由於美元走強，企業海外收益換回

美元計變相減少。在已公布業績的跨
國企業中，通用汽車、國際商業機器
(IBM)、寶潔、亞馬遜和強生的銷售額
均下降 10億美元(約 77.5 億港元)以
上，標普匯智的數據顯示，標普500
指數成份股企業中，多達55%的收益
未達預期。 ■英國《金融時報》

222議員市長僅4女性
日本昨日公布第二輪

地方選舉結果，222名當
選的議員及市長中只有4
名女性，與首相安倍晉
三極力提倡的「女性經濟
學」形成強烈對比。而以
「歌舞伎町案內人」聞名
的無黨派華裔候選人李小
牧，則在新宿區議員選舉
中落敗。
連同今次當選的4人，

日本1,788個地方首長職位
中只有26名女性。地方議
會選舉方面，被喻為「超

美市議員」的自民黨候選人藤川優里第三次在
青森縣八戶市以最高票數當選。35歲的藤川優
里出身政治世家，2007年首次參選便以最
高票當選，成為八戶市最年輕的市議員。

華裔候選人落敗
在選舉中落敗的李小牧與另一位同樣出

戰東京都內選區的女候選人齊藤里惠均表
示，在拉票活動中感到受歧視。54歲的李
小牧在中國湖南出生，1988年前往日本，
今年2月入籍日本。他指演說時曾被羞辱叫
他「回去吧」。
有銀座「啞女公關」之稱的齊藤里惠今年

31歲，自幼喪失聽力，她指選舉法禁止候選
人派傳單和舉標語，令她覺得語言和聽覺障
礙者被排除在外，齊藤里惠只好親自走近每
一位選民拉票，最終順利當選北區議員。

■共同網/日本新聞網/法新社

學生擬促道歉
安倍夫婦前日抵達美國波士頓後展開

訪問行程，首先前往肯尼迪總統圖書館
參觀，肯尼迪的女兒、美國駐日大
使卡羅琳在圖書館迎接，並向安
倍解說。安倍之後與外相岸田
文雄一同出席美國國務卿克里
所設家宴。日政府人士透
露，克里邀請外賓前往私人
府邸之舉十分罕見。
安倍昨日在哈佛大學演

講，談及慰安婦問題，不過安倍再次
把慰安婦說成是「人口販賣的受害
者」，未有回應慰安婦被日軍強迫當
性奴的指控。哈佛學生計劃發表決議
文件，敦促日本就二戰罪行道歉。日
軍慰安婦受害人李龍珠和二戰美軍戰
俘亦紛紛舉行抗議集會。安倍今日會
轉往華盛頓，到白宮與美國總統奧巴
馬會面，並出席奧巴馬所設的國宴。

■美聯社/中新社

《指針》大擴自衛隊活動範圍
■自衛隊可在中東霍爾木茲海峽等水域執行掃雷任務
■在聯合演習或聯合巡邏時，為美軍軍機或船隻護航
■擊落任何射向美國的彈道導彈，保護任何正防衛日本的美國神盾軍艦
■為身處全球任何角落的作戰中美軍提供物流支援，包括南海地區
■為執行空襲任務的多國聯軍提供彈藥、燃料
■透過日本彈道導彈防衛傘，保護美軍在亞洲所有基地及軍事設施

■路透社

《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是安倍
訪美之行重點議題，為日

本企圖擴大自衛隊安保責任鋪路。上
一次修訂指針是在1997年，當時聚焦
一旦朝鮮半島爆發衝突，日本自衛隊
能為美軍提供後勤支援。

包括太空網絡 攔截導彈
共同社報道，新《指針》將成為促

進自衛隊擴大在日本和海外活動的
「重要轉機」，與美國的合作將不僅
限於亞太地區，還將包括太空及網絡
空間合作。《指針》還將列舉日美安
保法案中稱為「存亡危機事態」和自
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的事例，包括攔
截彈道導彈、停戰前的海上掃雷、美
國艦船護衛等。
若在朝鮮半島等周邊地區，發生

「對日本和平安全有重要影響事
態」，自衛隊活動更可不受地理限
制。新《指針》也將增加「平時」及
「日本有事（武力攻擊事態）」，合
共分為四類事態。其中「日本有事」
事態提升對中國的威懾力，將規定島
嶼防衛共同作戰及日美職責分工。新
《指針》還將首次規定美國行使武力
時，須與日本事前協調。除了列明維
持美國核威懾力及美軍前方部署，還
將規定此前僅限突發事態下啓動的日
美協調機構，在平時也發揮作用。
普林斯頓－哈佛中國與世界研究項

目研究員黎雅澹最近撰文指出，安倍
為抗衡中國的軍事力量，或要求美國

保證一旦中日發生衝突，美方將支援
日本，此舉料觸怒中國。東京昨晚有
數百人在首相官邸前集會，抗議修改
指針，有示威人士表示，堅決不能把
日本再次變回戰爭國家。

安保法棄自衛隊地理限制
日本執政自民、公明兩黨昨日在國

會召開安保法制執政黨磋商會，兩黨
就政府與指針修訂工作同步制訂的的
安保相關法案達成實質性共識。日本
政府在執政黨磋商上出示寫入相關法
案解釋標準的有關自衛隊活動的統一
見解，在應對朝鮮半島有事的《周邊
事態法》修正案中，決定放棄遵守前
首相小淵惠三的國會答辯，明確不再
對自衛隊的派遣目的地設限。小淵當
年在國會答辯中，表示「不考慮派遣
(自衛隊)至中東或印度洋」，被視為對
自衛隊活動地理限制的依據。

英媒：不應不計代價撐安倍
英國《金融時報》前日發表社論指

出，美國把安倍當作朋友，然而美國
不應該不計代價地支持安倍，尤其在
對華關係上，華府不要讓人感覺希望
把日本作為遏制工具。若美日被視作
聯手制華，北京可能認為這證明沒有
和平途徑可實現中國的正當抱負，中
國發起的亞投行受美日抵制正是一
例。

■路透社/共同社/
英國《金融時報》/美聯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日抵達美國，展開為期8日的訪美之旅。

與此同時，美日兩國外長和防長昨日於紐約舉行安全磋商委員會

(2+2)會議，敲定《美日防衛合作指針》18年來首次修訂細節，為

安倍今日與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會談作準備。雙方計劃把自衛隊和

美軍合作擴至全球規模，《指針》除了反映安倍政府解禁集體自

衛權，還列明共同應對釣魚島的「防衛」，針對中國。

■■匯率因素或令蘋果季度收入大匯率因素或令蘋果季度收入大
減減。。圖為圖為Apple WatchApple Watch。。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克里夫婦招待岸田文雄克里夫婦招待岸田文雄((左左))及及安倍夫婦安倍夫婦((右右22及及11))共晉家宴共晉家宴。。法新社法新社

■■齊藤里惠寫字感齊藤里惠寫字感
謝選民謝選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小牧在選李小牧在選
舉中落敗舉中落敗。。

■■東京民眾集會東京民眾集會，，表示不希望表示不希望
日本變回戰爭國家日本變回戰爭國家。。 新華社新華社

■■小淵優子小淵優子

■■聯儲局將於明日結束聯儲局將於明日結束

議息會議議息會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文接受本報專訪劉文接受本報專訪。。
本報記者孫志賢本報記者孫志賢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