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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聲明指出，中方強
烈敦促朝方正視國際社會在

半島無核化問題上的堅定意志，切
實遵守安理會相關決議，停止採取
惡化局勢、不符合自身利益的錯誤
行動，回到對話解決問題的軌道。
中方將同國際社會一道，全面、完
整執行安理會有關涉朝決議。

特朗普轟朝「流氓」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朝鮮的言

行對美國充滿敵意並帶來危險，稱
對其採取「綏靖」態度沒有用。他
形容朝鮮是「流氓」國家，對中國
帶來極大的威脅和尷尬，又聲稱中
國雖嘗試化解朝鮮半島問題，但收
效甚微。
韓國總統府表示，文在寅要求促

成安理會通過決議孤立朝鮮，強調
不容忍朝鮮提升核導彈力量。韓國
聯合參謀本部議長鄭景斗與美國參
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緊急通

話，商議盡快制訂並實施軍事
應對策略，預計美國將大舉在韓
部署戰略武器。鄭景斗又召開作戰
指揮官會議，強調在臨界海域嚴防
朝鮮可能發起「聲東擊西」式突
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絕對不

能接受朝鮮再次核試，有必要加強
對朝施壓。外相河野太郎透露，已
通過北京大使館渠道，向朝鮮表達
日方對核試「極度難以饒恕」的立
場。

安理會或商禁運石油
俄羅斯外交部亦予以最強烈譴

責，指朝鮮無視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和國際法，為地區局勢製造嚴峻威
脅。俄方同時敦促各方保持冷靜，
重啟談判，俄國將堅持早前與中方
達成的「雙停」方案，即朝鮮暫停
核武和導彈試驗，美韓暫停區內軍
演。日美韓已着手協調，召開安理

會緊急會議，將禁止或限制向朝鮮
出口石油，還為切斷朝鮮開發核武
的資金來源，要求明確寫入禁止僱
用朝鮮派遣至海外的勞工，為此日
本將游說中俄支持。
美國財長姆努奇恩表示，財政部

正草擬新制裁，切斷朝鮮與外界的
經貿聯繫，他稱「若其他國家想和
美國繼續有貿易來往，就必須中止
與朝鮮的經貿關係」，又指美國將
與盟友和中國聯手向朝鮮施壓。

■路透社/法新社/韓聯社/
共同社/新華社

朝鮮無視國際社會多次警告和反對，進行

氫彈試驗，多國齊聲抨擊。中國政府表示堅決

反對並予強烈譴責。韓國總統文在寅昨表示將

推動最嚴厲制裁方案，懲罰朝鮮並將其「徹底孤

立」；青瓦台國家安保室長鄭義溶透露，將商討美

國在韓部署「最強大戰略武器」，外界估計是

指1990年代初期撤出的戰略核武。

朝鮮半島局勢如坐過山車，7月
朝鮮進行兩次洲際彈道導彈(ICBM)
試射，促使聯合國安理會於8月初
祭出嚴厲制裁，其後事態稍見降溫
跡象，美國國務卿蒂勒森還讚揚朝
鮮展示了克制態度，美朝或短期內
恢復談判。言猶在耳，僅僅兩周之
內，朝鮮相繼試射3枚短程導彈和
一枚 ICBM，再加上昨日氫彈試
爆，美國才彷彿如夢初醒，落入被
動局面。
核試有多方面戰略意義，內政方

面，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旨在向國民
展現與美國抗衡的的核戰力，加強
鞏固權力。對外方面，朝鮮傳遞了
清楚的訊號，就是不顧國際社會反
對，一心走上躋身核武國家之路。

外界也注意到，昨日核試選擇在廈
門金磚峰會召開前夕，有明顯向北
京示威意味。若果真如朝鮮當局所
言，在ICBM搭載氫彈頭方面取得
突破，這將是朝鮮核力量進步的又
一個分水嶺。
對於如何應對「狂人」金正恩，

美國總統特朗普決定「以狂制
狂」，上月初發表「怒火」言論威
脅朝鮮，以出乎意料的強硬口吻回
敬朝鮮挑釁。不過愈來愈多跡象顯
示，華府只是虛張聲勢，例如在上
月中旬，當時地位已岌岌可危的白
宮首席顧問班農受訪時，直言特朗
普根本沒有軍事方案應對朝鮮，若
真的開戰，美國盟友韓國將首先遭
殃，後果之嚴重是華府所無法承
擔，在這「膽小鬼博弈」之中，美
國當然明白一旦出現最壞局面，自

己是輸得更多的一方。
正當韓國處於戰爭陰霾之際，

特朗普又暗示有意退出美韓自貿
協定，無疑是長朝鮮志氣、滅盟
友威風。包括「乙支自由衛士」
在內的連串美韓軍演，未見阻嚇
朝鮮，反而成為對方加緊推進核
武的藉口。
這一切都充分揭露華府戰略目標

不明確、自相矛盾和缺乏領導力的
弊端，相反，朝鮮保持一貫強硬的
擁核態度，並利用白宮的遲疑和混
亂，漸漸掌握主動權，爭取得到與
美國平起平坐的核國家地位，進而
迫使美方放棄敵視政策，恢復談判
和停止美韓聯合軍演。
總之，半島下半年很可能遊走在

戰爭邊緣，地緣政治風險將日益吃
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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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消息人士昨日透露，韓美兩
國正積極考慮在朝鮮半島，輪換部署
F-22和F-35B隱形戰機，增強美國延伸
威懾執行能力。雙方計劃近期確定具體
方案，可能在駐韓美軍烏山基地或群山
基地，每3個月分別輪換部署。
消息人士稱，韓美聯合空中戰鬥力能

令朝鮮感到恐懼，美國決心不再對朝鮮
挑釁袖手旁觀，因此對輪換部署隱形戰
機持積極態度。有分析指出，韓國部分
輿論提出駐韓美軍重新部署戰術核武和
自主核武裝，美方為此接受韓方要求，
展現更強力和切實有效的延伸威懾力。
此外，美方還提出可於駐韓美軍增加部
署一至兩個F-16戰機大隊。
F-22戰機具備卓越隱形性能，可躲避

敵軍雷達，飛越敵軍防空網，最高時速
超過3,000公里，作戰半徑達2,177公
里，可搭載AIM-120和AIM-9空對空
導彈，以及2枚1,000磅級GBU-32精確
制導炸彈，還可搭載8枚射程達110公
里的GBU-39小直徑炸彈。F-35B戰機
最大飛行速度為1,960公里，機載雷達
系統能探測500公里內目標，裝備聯合
制導攻擊武器和反雷達滑翔炸彈，勝任
近距空中支援地面部隊的戰術轟炸任
務。

■韓聯社/中通社

日本《讀賣新聞》報道，日本政府因
應朝鮮不斷發射彈道導彈，正研究以高
能量激光照射剛發射不久的導彈，試圖
讓導彈無力上升甚至造成破壞。防衛省
已編列研究費至2018年預算概算。
朝鮮現在使用難以攔截的「高飛軌道

(lofted trajectory)」不斷發射導彈，日
本政府須採取新攔截技術應對。這套研
究中的防禦系統，主要是在彈道導彈剛
發射的加速階段，由戰機或船艦等發射
高出力的激光照射彈道導彈。這套系統
造價較現有的導彈攔截系統便宜，如果
能成功，不單可對付高飛軌道的導彈，
也能處理大多數的彈道導彈。
日本防衛省在2018年預算概算中，

針對迫擊炮及小型無人機等作為攔截對
象，已編列87億日圓(約6.1億港元)的
高能量激光系統研究費。

■中央社
美國傳媒報道，總統特朗普不顧

幕僚勸阻，擬廢除美韓自由貿易協
定(KORUS)。他前日訪問休斯敦期
間，亦向記者暗示有此意願。有專
家認為，這將削弱美國在亞太的影
響力，並迫使韓國靠向中國，中國
或成為大贏家。
報道稱，白宮多名幕僚力勸特朗

普勿撤銷美韓自貿協定，包括國家
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白宮首席經
濟顧問科恩及防長馬蒂斯。他們顧
慮整體區域局勢，不想在朝鮮持續
以試射導彈與核試令緊張局勢升溫
之際，讓第一線面對威脅的韓國感

到孤立無援，腹背受敵。
然而幕僚們未能改變特朗普的心

意，儘管他仍可能保留協定，並尋
求重新談判對美國更有利的條件，
但已指示幕僚準備廢除協定的內部
程序。美韓自貿協定於2007年簽
署，直至2012年才生效，特朗普早
已不滿協定，韓國總統文在寅早前
訪美期間，特朗普當面向文在寅指
出，KORUS是「不公平的糟糕協
定」。
特朗普前日被記者問及是否曾告

知幕僚擬退出KORUS時，回應稱
「對，我有這想法。」白宮發言人

則表示正進行相關討論，現階段沒
消息公佈。儘管協定生效時經過雙
方國會的立法程序，然而特朗普想
撤銷，程序上無需經國會同意，他
的總統職權就有權決定。
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

主席布雷默認為，在中國正對韓施
加經濟壓力及朝鮮半島局勢緊張
下，特朗普一旦廢除美韓自貿協
定，文在寅難以維持現時與美方的
防衛合作水平，並可能靠向中國，
「若中國是主要經濟夥伴，沒理由
還要事事聽從美國。」

■《衛報》/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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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擬廢美韓自貿協定 準備內部程序

日研激光系統
阻導彈升空

俄羅斯輻射監測機構Primgidromet表示，
在朝鮮聲稱測試氫彈後，俄羅斯遠東地區輻
射水平維持「正常區間」。
該機構發聲明稱：「濱海邊疆區測得的輻
射水平並沒明顯上升，輻射情況維持穩
定。」俄羅斯接壤朝鮮邊境則測出震動，在
距離邊境約130公里的海參崴市，多名居民
聲稱有輕微震感。 ■法新社

俄遠東
輻射水平正常

■■韓國或在半島部署美國韓國或在半島部署美國「「最強最強
大戰略武器大戰略武器」」，，與朝核抗衡與朝核抗衡。。

法新社法新社

■面對朝核威脅及美國可能退出美韓自貿協定，韓
國總統文在寅(左)召開緊急會議時神情憂慮。

■■日本民眾受朝鮮導彈威脅日本民眾受朝鮮導彈威脅，，紛紛
紛關注朝核新聞報道紛關注朝核新聞報道。。 路透社路透社

■韓美輪換部署隱形戰機，增強美國延伸威懾執行能
力。 法新社

■韓國防長宋永武(左一)與美國防長馬蒂斯(右一)會面時，討論半島部署核武。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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