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

國 際 新 聞

■責任編輯：朱曜光

2018年4月16日（星期一）
2018年4月16日（星期一）
2018年4月16日（星期一）

安理會變新戰場 俄提譴責空襲決議遭否決

西方謀永久廢除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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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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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俄駐聯合國大使涅邊賈質疑美方將自
身凌駕於國際法，甚至試圖修改它。他批
評美國曾要求調查敘政府使用化武的指
控，卻不等待調查就採取軍事行動，做法
如同
「流氓」
。

中方促公正客觀調查

美英法倡敘參與和談
法新社取得英美法計劃提出的決議草
案，建議對化武指控進行獨立調查、找

伊朗的舉動。她稱在達成這些目標前，美
軍不會撤出敘國。塔斯社引述外交消息報
道，英美法計劃今日在安理會聯名提交有
關敘利亞問題的決議草案，各國代表展開
討論，但未知何時表決。
■美聯社/路透社/《紐約時報》

美列撤軍前三大目標
黑利昨受訪時列舉美國在敘國的三大目
標，包括確保美國利益不會受化武威脅、
擊敗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
(ISIS)，以及監察

■黑利(右)與涅邊賈在安理會會議前交
談。
路透社

三國連日密斟 英法首腦通話拍板
英國傳媒昨日披露文翠珊政府對空襲敘
利亞的決策過程，在聯軍上周五晚空襲前
數天，英美法三國的政府、情報和軍方保
持緊密交流，就攻敘達成共識。英政府積
極確立軍事行動的合法性和理據基礎，檢
察總長向文翠珊解釋空襲不會違反國際
法，情報機構也提供愈來愈多證據，顯示
敘政府曾使用化武。
文翠珊在上周四獲得內閣原則上同意動

武，周五凌晨致電英國主要政治領袖，包
括工黨黨魁郝爾彬、威爾斯和蘇格蘭首席
部長，以及前首相卡梅倫。文翠珊知會他
們空襲在即，並解釋行動的必要性。卡梅
倫表示完全支持，郝爾彬則要求文翠珊三
思，建議讓國會先就此表決，但文翠珊已
決定繞過國會。
最後決策時刻是周五晚上 7 時，文翠珊
致電法國總統馬克龍，雙方對於化武證據

評估都抱有信心，拍板決定施襲的時間並
分別下達指令。
文翠珊於周六凌晨 2 時 15 分發佈預錄聲
明，當聲明到達記者手中時，英國轟炸機
已從地中海塞浦路斯英軍基地出發，前往
敘利亞執行任務。15 分鐘後，空襲結束，
文翠珊在聽取完英軍初步評估才就寢。
■《衛報》/
《每日電訊報》

安倍明訪美 為美朝峰會
「打底」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明日起訪問美國 4
天，其間將在佛羅里達州會晤美國總統
特朗普，雙方料談及朝鮮核問題、美朝
首腦峰會和貿易議題，也會強調需對平
壤施加最大壓力，並確認日美緊密合
作。

或商美重返TPP
特朗普此前宣佈向鋼鋁產品加徵關
稅，卻沒豁免日本，據報特朗普不滿美

日貿易不平衡，他或會以鋼鋁關稅為籌
碼，與安倍討論雙邊貿易和重返「跨太
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等議題。
日本資深政治記者歲川隆雄表示，
特朗普近期連串舉動顯示，華府願意將
美日同盟關係降級，換取其他利益，如
果美朝峰會取得重大進展，將使安倍進
一步受孤立，故安倍需把握今次訪美機
會，促成美日行動一致。
■《華盛頓郵報》/法新社/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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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太陽節」
低調
強調中朝友好
朝鮮昨日為已故領導人
金日成誕辰的「太陽節」
舉行紀念活動，有別於前
年射試彈道導彈和去年舉
行閱兵儀式，官方今年低
調處理，沒有作出挑釁行
為，反映平壤有意在韓朝
峰會和美朝峰會前緩和氣
氛。
韓聯社報道，朝鮮媒體

在今年太陽節格外強調朝
鮮與中國關係友好，《勞
動新聞》大篇幅報道現任
領導人金正恩會見中共中
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
以及設宴歡迎中國藝術團
的消息。韓聯社分析認
為，朝鮮希望藉此增加與
美國和韓國談判的籌碼。
■韓聯社/法新社

美英法聯軍轟
炸敘利亞，短期
內有助發揮威懾
作用，遏制當地針對平民的攻擊。
然而，敘國局勢錯綜複雜，不僅牽
動美俄大國博弈，也觸及各地區勢
力的利益，今次有限度攻擊反映西
方國家投鼠忌器。長遠而言，若美
國未能執行完整和連貫一致的對敘
外交策略，軍事行動只會令局勢更
緊張，增加了從「代理人戰爭」擦
槍走火、升級至大國衝突的風險。
去年4月，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動
用導彈攻擊敘利亞，報復巴沙爾政權
向平民使用化武。一年過去，內戰的
天秤並未向西方傾斜，在俄羅斯撐腰
下，敘軍繼續收復失地，反對派敗退
的格局已基本成型。回顧2013年，時
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對敘國跨越化武「紅
線」猶豫不決，俄國乘機確立了它在
敘國的主導者地位，明確支持巴沙爾
政權，不論西方是否願意與之合作，
敘國和平進程都少不了俄國參與。時
值美國加緊制裁俄國，加上前俄特工
在英中毒案掀起軒然大波，美俄關係
早已陷入低谷，對敘動武只會令
「新冷
戰」
變得更
「寒冷」
。兩國固然極力避免
兵戎相見，但外交分歧將愈來愈深。
另一個左右敘國的新格局，在於中
東醞釀的新聯盟體系，阿拉伯遜尼派
向美國盟友以色列靠攏，聯手對抗什
葉派的伊朗，而敘利亞是伊朗擴張勢
力的戰略重地。西方分析師認為，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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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方代表聲稱，空襲旨在減輕敘利亞內
戰的人道災難，因此是正當和合法。中國
常駐聯合國代表馬朝旭呼籲各國回歸國際
法框架內，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並應
對化武疑雲進行全面、公正和客觀的調
查，各方不能預判結果。

出施襲者身份，確保當地人道救援物資
的運送，以及要求敘國參與聯合國主導
的和談。若該決議獲通過，禁止化學武
器組織(OPCW)將會在 30 日內進行調查
及向聯合國報告。
空襲過後，美軍指已剷除巴沙爾政權的
化武設施核心，但一名敘國化武計劃的前
官員透露，敘國在2013年宣稱廢除化武計
劃時，全國有近50個化學武器庫，認為空
襲只能摧毀當中一部分，而非致命打擊。
美國副總統彭斯前日在秘魯出席美洲國家
首腦會議，表示美方確信敘利亞曾動用化
武，並已作好再次軍事打擊敘利亞的準
備。

「一炮過」揭示美策略缺失

俄羅斯提交的議案僅獲中國和玻利維亞
支持，在西方國家反對呼聲下被否

朗計劃建立從首都德黑蘭、通過敘利
亞延伸至黎巴嫩貝魯特的「陸上走
廊」，迅速調動什葉派民兵和伊朗革
命衛隊，為黎巴嫩真主黨提供軍火。
伊朗早於2012年至2013年間，已開始
向敘政府提供軍事訓練和士兵，兩國
聯同黎巴嫩真主黨合組反以色列和反
西方的「抵抗軸心」，促使以色列也
在敘國參上一腳。早前以國被指空襲
敘國一個伊朗民兵控制的軍事基地，
反映以色列和伊朗的「影子戰爭」有
加劇跡象。
對美國而言，其在敘國的戰略目
標已從打擊「伊斯蘭國」(ISIS)，逐
漸演變為遏制伊朗和俄國日益增加
的影響力，避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勢力遭邊緣化。特朗普所謂「完
美」的一次過空襲，只是一次過滿
足了各方期望的劇本──美英法回
應了社會要求對敘採取行動的呼
聲；巴沙爾政權受到了「應有的懲
罰」
；華府向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展
示美國有能力協助盟友，並向俄國
擺出「強硬」一面，暫時轉移公眾對
於
「通俄門」
調查等醜聞的視線。
然而，空襲未能動搖敘國整體局勢，
也難以保障敘國平民未來不再受化武
殘害，凸顯通過外交手段平息敘內戰
及和平過渡的重要性。歸根結柢，美
國還是未能交出一份全面的敘利亞策
略，進退攻守皆兩難，而特朗普早前
承諾從敘國撤走美軍的言論，如今更
難以令外界信服。

黑人借廁所被捕 星巴克涉歧視道歉
美國連鎖咖啡店星巴克在費城的一間分
店，日前捲入種族歧視爭議，兩名黑人男子
在店內等候友人期間，由於沒有點餐，店員
要求他們離開並報警。警方到場後，以擅自
闖入罪名拘捕兩人，其後釋放他們。相關片
段在網上瘋傳，星巴克行政總裁約翰遜前日
道歉。
該兩名黑人男子希望使用分店廁所，但職
員表示，只有曾付費點餐的顧客才可使用，
不但拒絕兩人請求，更要求他們離開。對方
拒絕後，職員報警求助，警員曾 3 次勸籲兩
人離去但不果，最終鎖上手銬拘捕兩人。
拍下事發過程的德皮諾表示，被捕的兩

名黑人男子沒有違法，類似事件亦未曾發生
在白人身上。費城警務處長羅斯為警員的行
動辯護，稱他們按守則辦事。
■《華盛頓郵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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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濕天氣
「解毒」
救前俄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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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前間諜斯克里帕爾與女兒尤莉婭
上月在英國中毒昏迷，兩人近日情況逐步改
善，尤莉婭上周初更已出院。專家指，案發
當日天氣潮濕有霧，或成為兩人保住性命的
主因。
斯克里帕爾父女於上月初，被發現在索
爾茲伯里市一個商場外不省人事，警方搜證
後估計，兩人是在寓所前門接觸神經毒劑
「諾維喬克」。參與研發「諾維喬克」的前
俄專家米爾扎耶諾夫稱，毒劑遇水後會溶
解，故需在乾燥環境下，才能發揮最大殺傷

力，由於案發當日有霧，空氣中充滿水汽，
毒性因而被削弱，相信這亦是兩人能保住性
命的原因。米爾扎耶諾夫笑言，只有對毒劑
的化學特性全無概念的「笨蛋」，才會選擇
在當日使用它。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昨日再次回應事
件，稱涉案毒劑可能是一種名為「BZ」的
化學武器，只有美國、英國和部分北約成員
國擁有製造「BZ」的方式。
■路透社/塔斯社/《星期日太陽報》/
《星期日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