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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與美國總統享有同等或差不多待
遇，自然所費不菲，不過以往朝鮮一

律不會支付領導人或官員出訪的費用，例如
年初朝鮮派員赴韓國出席平昌冬奧，所有費
用便由韓國政府及國際奧委會埋單，這次也
不例外。傳媒早前已報道，朝鮮表明不會支
付在新加坡的所有開銷，由於美國拒絕代
繳，意味有關費用最終可能會由新加坡或韓
國支付。

瑞吉總統套房3晚盛惠16萬
到底這次金正恩訪星的開支有多少？單以
住宿計，據報金正恩將會入住位於烏節路的
瑞吉酒店，距離特朗普可能入住的香格里拉
酒店約570米，瑞吉酒店總統套房每晚房價
為6,700美元(約5.26萬港元)左右，較早前盛
傳金正恩會入住的富麗敦酒店貴約一成。以
金正恩可能入住3晚計，單是他個人的住宿
費用便高達2.01萬美元(約15.8萬港元)，還
未計算隨行人員。

翻版「空軍一號」單程需94萬
至於專機方面，假如金正恩希望乘坐與
「空軍一號」同型號的波音747-200客機，
開支會更多，據私人飛機租賃網站Private-
Fly.com顯示，目前747-200型的租用市價為
每小時17,501美元(約13.7萬港元)，以平壤
到新加坡約7小時飛行時間計，金正恩此行
單程便要花約12萬美元(約94萬港元)，相信
有關成本最終會由出借飛機的國家負責。

寶馬七系防彈車稍遜「野獸」
新加坡政府早前宣佈設立「特別活動區」
時，特別提到4輛服務於今次峰會的黑色寶
馬房車將不受交通管制措施所限，令外界猜
測金正恩可能乘坐著名的寶馬七系防彈車。
來自德國的寶馬七系防彈車可說是全球各國
領導人以至富豪最愛的座駕，去年國家主席
習近平訪港期間，便是乘坐由香港警方提供
的寶馬七系防彈車。
雖然比不上經過特別改裝的「野獸」，不
過寶馬七系防彈車的防禦性能亦不容小覷。
配備544匹馬力V12引擎，寶馬七系防彈車
百公里加速時間只需6.2秒，最高時速達
210公里，車身由一層額外防彈裝甲覆蓋，
足以抵禦遠距離強力狙擊及15公斤黃色炸
藥當量的爆炸，車窗玻璃厚達6厘米，加上
聚碳酸酯鍍膜，足以抵禦近距離步槍掃射。
防彈車亦與「野獸」一樣配備內置空氣供
應，即使遇上化武襲擊，也有足夠時間逃到
安全地方。報道估計金正恩的寶馬七系防彈
車及相關費用，可能都會由新加坡警方負
責。

美國總統每逢出訪都必定「大陣

仗」，除了專機「空軍一號」外，美方

還會安排貨機空運外號「野獸」的

總統專車隨行，估計特朗普在新加

坡出入的車隊會由多達50輛汽車組

成，非常誇張。為免在氣勢上被比

下去，據報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可能

不會乘坐由俄製伊留申62型客機改

造而成的專機「蒼鷹一號」，改乘由

第三國提供的專機，並可能乘坐寶

馬七系防彈車出入，相關費用估計

達數以百萬港元，可能由東道主新

加坡或韓國支付。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報道

借專機乘寶馬七系 媲美特朗普「空軍一號」「野獸」

金正恩百萬排場 料星韓埋單

韓國《朝鮮日報》旗下Chosun.
com網站報道，韓國總統統一外
交安保特別助理文正仁周四在首
爾發表演說時透露，去年 12
月，美國曾實際推動對朝鮮主要
核設施等展開軍事攻擊的計劃。
報道稱，文正仁表示美國去年

曾有對朝採取軍事行動的念頭，
還下令五角大樓作準備，「去年
12月，五角大樓研究針對11個
朝軍事選項展開軍事行動，並決
定到今年3月擬訂軍事方案。」
文正仁指出，美國方面認為若選
擇性地對朝鮮重要核軍事設施和
據點展開攻擊，朝鮮便會舉手投
降，就像敘利亞一樣。
文在仁談到對朝鮮領導人金正

恩的評價，指金正恩年紀尚輕，
在瑞士受過教育，但與父輩的領
導力仍存有差異。他表示朝鮮模
式有所轉變，前領導人金正日追
求的是強盛大國，即透過使國家
強大再令國家繁榮，而金正恩走
的是富國強兵的路線。對於即將
舉行的美朝峰會，文正仁認為若
朝鮮在與美國的談判中談妥條
件，金正恩有可能棄核。

美國總統特朗普乘搭「空軍一號」專
機抵達新加坡巴耶利峇空軍基地後，預
計將乘坐外號「野獸」的總統專車前往
下榻酒店，但也可能選乘「海軍陸戰隊
一號」直升機。
一間軍事影像通訊社指出，美國派遣

多架運輸機，運載總統專車、「海軍陸
戰隊一號」直升機及相關器材，陸續抵
達新加坡。由於有新加坡居民在巴耶利
峇空軍基地附近，目睹「海軍陸戰隊一
號」進行相關演練，特朗普抵達新加坡
後，可能搭乘適合短程飛行的「海軍陸
戰隊一號」，作為最快速的交通工具。
新加坡樟宜機場最大貨運處理商

Sats，今日會派出多輛冷凍貨車，準備
將從朝鮮送抵的一批食物和其他物資，
運往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及其代表團成員
預計下榻的瑞吉酒店，供代表團使用。

美「三部曲」對朝 冀達聯合聲明
外界關注美朝元首能否在峰會上，就朝

鮮無核化達成一定程度共識，以至宣佈結
束朝鮮半島戰爭狀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表示，華府期望美朝能在峰會結束時發佈
聯合聲明，又稱只要平壤採取實質行動，

美國願意向朝鮮分享各類技術。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與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會面時，表示會循「三部曲」處理對朝關
係，首先尋求簽署朝鮮半島終戰宣言，然
後推動朝鮮「完全、可驗證與不可逆轉」

(CVID)放棄核武，最後達至邦交正常化。
韓聯社報道，朝鮮及美國計劃在未來

一至兩個月內，容許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人員再次檢查寧邊核設施，措施將
寫進美朝峰會聯合聲明。

特朗普
或坐直升機到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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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聚焦全球聚焦33大酒店大酒店
香格里拉大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
位於烏節路位於烏節路，，佔地佔地1515英畝英畝，，設設
有有747747個房間個房間，，包括包括2626間供元間供元
首及貴賓入住的套房首及貴賓入住的套房。。ValleyValley
WingWing總統套房設有獨立入口及總統套房設有獨立入口及
電梯電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及布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及布
什曾下榻什曾下榻，，專家相信特朗普會專家相信特朗普會
在到訪新加坡期間入住在到訪新加坡期間入住。。酒店酒店
遠離新加坡主要商業區遠離新加坡主要商業區，，確保確保
住客私隱住客私隱。。酒店曾舉行多場重酒店曾舉行多場重
要會議要會議，，例如例如20152015年的年的「「習馬習馬
會會」，」，以及每年舉行的以及每年舉行的「「香格香格
里拉對話里拉對話」。」。

新加坡瑞吉酒店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可能入住的6
星級瑞吉酒店位於東陵路，鄰
近繁盛的烏節路商業區，距離
香格里拉酒店約9分鐘步程。
酒店設有299間客房及套房，
包括位於頂層20樓的總統套
房。總統套房內有睡房、客
廳、飯廳、辦公室、私人露
台、按摩池和健身室，以及提
供管家服務。套房金碧輝煌，
配以黃銅、瑪瑙及銀器裝飾，
並裝有捷克水晶吊燈。

新加坡聖淘沙嘉佩樂酒店
由英國殖民時期建築改建的嘉
佩樂酒店，位於度假勝地聖淘
沙，是新加坡著名 5 星級酒
店。美國代表團近期在新加坡
籌備美朝峰會期間，也是下榻
於此。

■■瑞吉酒店總統套房擁有無敵景觀瑞吉酒店總統套房擁有無敵景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超豪華睡房超豪華睡房

■■美總統專美總統專車車「「野獸野獸」」

■■金正恩料入住瑞吉酒店金正恩料入住瑞吉酒店。。 彭博社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