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謀試射非攻擊 日本揚言有權擊落
朝中社昨引述朝鮮人民軍戰略軍司令官

金絡謙大將稱，朝鮮人民軍戰略軍正
研究通過同時發射4枚「火星-12」型導
彈，對關島進行包圍打擊的方案，以壓制
和牽制關島主要軍事基地，並向美國發出
嚴正警告訊號。他表示，朝軍將於8月中
旬完成方案，並上報朝鮮核武力總司令金
正恩。

嘲特朗普「無腦糊塗蟲」
金絡謙批評，朝人民軍戰略軍已通過

發言人聲明向美國作出充分警告，但特
朗普根本沒把握局勢方向，還拋出「炮
火與怒火」言論。朝軍因此判斷，無法
與「缺乏理智思維的糊塗蟲」正常對

話，必須以武力應對，此次準備採取的
軍事行動，將成為朝鮮半島及其周邊地
區制止美國行為的有效辦法。他又說，
軍方今次破例公佈攻擊關島基地的方
案，目的在於提振朝鮮人民的必勝信心
和勇氣，讓他們「認清美國的可憐處
境」。

點名提日3縣 廣島居民憂慮
朝鮮罕有地精確披露導彈預定飛行路

線，更點名提到日本3縣，引起日本政府
關注。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不能容
忍朝鮮作出這挑釁舉動。小野寺五典則
指，會繼續收集相關情報，一旦朝鮮導彈
經過日本領空飛向關島，日本有權行使集

體自衛權擊落導彈。在曾遭受原子彈轟炸
的廣島，居民對朝鮮的聲明感到憂慮，呼
籲朝鮮及各方保持冷靜。
智庫「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芒特

表示，不同於特朗普「炮火與怒火」言
論，朝鮮的威脅更實際及明確，目的是警
告美國立即停止派B-1B轟炸機飛往朝鮮半
島。韓國朝鮮研究大學教授楊武金(譯音)估
計，朝鮮可能真的有意將計劃化為實際行
動，罕有地發出詳細聲明，是表明有關行
動符合國際法。不過首爾峨山政策研究院
研究員車斗玄(譯音)認為，即使朝鮮導彈沒
有落入關島領海，華府也不會容忍此等嚴
重威脅國家安全的挑釁行為。
冷戰期間，前蘇聯曾向太平洋試射無攜

帶彈頭的導彈，並落入夏威夷周邊1,000公
里水域內。朝鮮此前一直以日本海作為導
彈測試目標，上月發射的洲際彈道導彈
(ICBM)曾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水域，甚至在
日本岸上也能看到。

美若攔截甩漏 自毀神話
分析認為，朝鮮如果向關島發射導彈，

將令美國陷入兩難。一旦放棄攔截，美國
的外交軍事威信將蕩然無存，亦令朝鮮更
有恃無恐全面試射ICBM；相反，假如美
軍嘗試攔截朝鮮導彈，一旦出現漏網之
魚，美軍導彈防禦系統的神話便會被打
破。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朝中社

朝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隔空互

罵一日後，朝鮮軍方昨日公佈對

關島的包圍打擊計劃，聲稱平壤

會向關島周圍同步發射4枚「火

星-12」型中程彈道導彈，導彈將

飛越日本島根、廣島及高知3縣，

飛行 1,065 秒、約 3,356.7 公里

後，擊中關島周圍30至40公里水

域。朝軍又批評特朗普前日的

「 炮 火 與 怒 火 」 言 論 是 「 讕

言」，形容特朗普是「缺乏理智

思維的糊塗蟲」。不少分析認為

朝鮮只是要試射導彈，並非直接

攻擊關島，但日韓均表示關注，

日本防相小野寺五典表明，日本

有權擊落飛越領空的朝鮮導彈。

20172017年年88月月1111日日（（星期五星期五））重  要  新  聞A8 ■責任編輯：曾綺珺 ■版面設計：周偉志

朝威脅4彈飛越日本射關島

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要以「炮火與
怒火」對付朝鮮，引起民主共和兩黨議
員憂慮，不少議員更要求華府作出任何
先發制人軍事行動前，必須先取得國會
授權。不過分析認為，雖然美國憲法規
定宣戰權屬於國會，但在實際操作上，
特朗普若執意軍事打擊朝鮮，國會幾乎
沒有辦法可以阻止。

無推翻總統否決權票數
美國憲法賦予總統極大獨斷行事權
力，作為三軍統帥，總統有權採取任何
行動保衛國家。除非國會通過法例完全
禁止華府對朝鮮動武，否則根據1973
年的《戰爭權力法》，特朗普仍然可以
在未經國會授權下，隨時對朝鮮展開不
超過60天的軍事行動。但現階段下，
國會根本沒有足以推翻總統否決權的票
數去完全禁止對朝動武。
美國憲法將軍事行動性質分為兩
種，一種是攻擊性軍事行動，需國會授
權，另一種是防衛性軍事行動，屬於總
統行政權力。不過在「攻擊」和「防
禦」之間存在巨大灰色地帶，國會與白

宮的解讀經常不同，闡釋權卻掌握在更
強勢的行政部門手上，因此國會是否有
權限制軍事行動，往往在於總統一念之
差。
以上屆政府為例，前總統奧巴馬

2011年空襲利比亞時，未有尋求國會
授權；相反2013年計劃空襲敘利亞
時，卻跑到國會尋求許可，結果碰壁。
分析認為，兩宗個案反映國會權力主要
是其民意代表性，當主流民意反對轟炸
敘利亞時，奧巴馬亦無法一意孤行。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特朗普倘動武 國會難阻止

國家之間即使處於敵對狀態，通常仍保留
可互相溝通的渠道，例如冷戰時期的美國和
蘇聯，以及曾多次爆發衝突的印度與巴基斯
坦，有助避免錯誤解讀對方行動，挑起不必
要戰爭。美國與朝鮮近期關係急劇惡化，朝
鮮更聲言發射導彈攻擊關島，但兩國並無設
立電話熱線等直接溝通機制，專家憂慮增加
擦槍走火的風險。

美朝之間的溝通方式非常迂迴，兩國因無
外交關係，因此不設大使館，只能靠聯合國
代表團接觸，又或透過朝鮮鄰國中國，或代
表美國在朝利益的瑞典傳話。美國前總統奧
巴馬的核不擴散事務顧問沃爾夫斯塔爾警
告，美朝現時的溝通方式極不可靠，難以應
對嚴峻危機。
外界相信，在網絡戰年代，軍事溝通機制

顯得更重要，美國和俄羅斯早前便在雙方均
參與軍事行動的敘利亞，設立「協調渠道」
化解衝突。
軍控組織「關注科學家聯盟」的葛隆倫德
表示，冷戰時期，蘇聯曾因為警報系統誤
報，差點以為被美國襲擊，幸有人察覺是衛
星訊號故障，才避過開戰。

■路透社

美朝無直接溝通熱線
增擦槍走火機會

朝鮮近期連番試射導彈，觸動美國總統特
朗普的神經，他在記者會上以「前所未見的
怒火」警告朝鮮，令朝鮮半島局勢急劇升
溫。白宮發言人桑德斯前日證實，特朗普就
發言的語調及強硬程度，曾與幕僚商討，但
實際字眼是他自己決定。特朗普臨場「爆
肚」，據報連同場的新任幕僚長凱利也被嚇
一跳。
特朗普向以言論出位見稱，但對於如何公

開回應朝鮮導彈威脅，卻未有獨行獨斷。據
稱發表回應當日，身在新澤西高爾夫球度假
村的特朗普，原本打算召開談及鴉片問題的
記者會，但碰巧《華盛頓郵報》刊登平壤研
製出小型核彈頭的報道，他預計會被追問，
於是即時找來同行的凱利等親信，商討如何
應對。
知情人士指，特朗普堅持用強硬語調。
桑德斯前日證實，「前所未見的怒火」確

實是特朗普「自己的說話」，外界相信這
反映特朗普對朝鮮提升核能力愈來愈憤
怒，亦凸顯他願意以非常規手法應對國際
危機。
共和黨資深參議員麥凱恩並不贊同特朗普

的用詞，「我所見過的偉大領袖，除非準備
採取行動，否則不會作出這種威脅。我不肯
定特朗普是否準備行動。」

■美聯社/《紐約時報》

「怒火論」爆肚 特朗普嚇驚幕僚長

投資者憂慮美國與朝鮮局勢升溫，
美股昨日早段急挫逾百點，道瓊斯工業
平均指數早段報21,920點，跌127點，
自上周三以來首次跌穿 22,000 點關
口；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459點，跌
14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6,273點跌
78點。

歐股全線下跌。英國富時100指數中
段報7,395點，跌102點；法國CAC指
數報5,125點，跌20點；德國DAX指
數報12,051點，跌102點。避險資產黃
金及瑞士法郎受追捧，金價升至每盎司
1,278美元的兩個月高位。

■路透社/法新社

美朝局勢升溫
道指早段跌穿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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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聲稱本月中前完
成制訂向關島發射導彈
的計劃，關島居民普遍
不感擔憂，對駐紥當地
的美軍充滿信心。關島
總督卡爾沃表示，島上
基建設施能經歷地震及
颱風等天災而無損，足
以應對朝鮮的攻擊，但
他指朝鮮是出於恐懼才大肆宣揚發射導
彈，目前未見威脅加劇。
居民喬伊斯前日如常出外購物，她稱關

島若真的受襲，他們根
本無處可逃，就算害怕
亦沒用。卡爾沃指出，
自美軍在島上進行軍事
部署後，關島已習慣成
為被針對目標，居民已
準備面對任何情況。
關島去年吸引逾150

萬遊客到訪，旅遊業屬
經濟命脈。關島觀光局市場總監表示，現
時是旅遊旺季，生意未受影響，暫未聽聞
有人取消預訂。 ■法新社/美聯社

關島準備好應對 旅業未受影響

■美國白宮與華盛頓紀念碑
之間的橢圓形草坪，前日出
現一隻近10米高的巨型充
氣雞，其髮型類似總統特朗
普 ， 名 為 「Chicken
Don」，藉此嘲諷特朗普軟
弱無能，吸引大批遊客拍照
上載社交網站。

美聯社/《每日電訊報》

「「特朗普雞特朗普雞」」嘲嘲「「特弱雞特弱雞」」

■平壤聲稱會向關島周圍同步
發射4枚「火星-12」導彈。

資料圖片

■日本揚言有權擊落飛
越領空的朝鮮導彈。圖
為東京部署「愛國者」
導彈。 美聯社

■朝軍將於8月中旬完成方案，並上報金正恩。圖為
金正恩5月視察「火星-12」試射。 路透社

■■關島居民及遊客如關島居民及遊客如
常出外購物常出外購物。。 路透社路透社

■特朗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