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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朝鮮領導人金

正恩的歷史性峰會舉世矚目，雖然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估計，峰會開支將高達2,000萬坡元(約1.18

億港元)，但峰會對新加坡而言，也是難得的「形象工程」。李

顯龍直言，新加坡可藉峰會提高知名度，多名專家亦表示，峰會

將成為新加坡的宣傳良機，對當地酒店、餐飲及旅遊等行業均有

裨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 新加坡報道

星抓歷史良機
擲億元擴影響
峰會安排極複雜 李顯龍：願為地區穩定出力

不少外國領導人、王室成員
或名人訪問新加坡，均會獲贈
新品種的新加坡國花蘭花作為
禮物，並以他們的名字命名，
以展現雙方友好關係，當中包
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美國
前總統奧巴馬及夫人米歇爾。
美朝峰會舉行在即，外界關注
新加坡會否同樣對美國總統特
朗普及朝鮮領導人金正恩進行
「蘭花外交」。
新加坡政府以外國領導人名

字取名的蘭花，通常都是雜配
蘭花，需花上至少5年時間培
植，屬非常罕有和獨特的品
種。新加坡國際事務學會安全
與全球事務總監方國威表示，
「蘭花外交」是新加坡的獨有
軟外交，認為新加坡政府可藉
此展示親善和友好姿態，至於
以特朗普和金正恩分別命名兩
種蘭花，還是以單一品種蘭花
紀念美朝峰會，則要拭目以
待，新加坡政府則尚未作出有
關公佈。

至今逾200名人獲贈
至今已有逾200種蘭花以重要人物命名，
均在新加坡植物園內展示，植物園管理部
門稱，「蘭花外交」在建立雙邊關係上擔
當重要角色。最新一位獲新加坡送贈以其
命名的蘭花，為上月到訪的印度總理莫
迪，其他獲此榮譽的外國領袖包括德國總
理默克爾、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及菲律
賓總統杜特爾特，還有英國殿堂級歌手艾
頓莊，以及英國王儲查爾斯和夫人卡米
拉。
在朝鮮，金正恩父親金正日和祖父金日

成均有以其命名的國花，兩個品種均在平
壤展示館妥善保存，目前尚未有以金正恩
命名的國花。

李顯龍昨日參觀設於一級方程式賽
車(F1)維修大樓的國際傳媒中

心，稱新加坡獲挑選為峰會場地，反映
新加坡與美朝關係良好，且具一定國際
地位。另外，今次是美國在任總統與朝
鮮領導人首次會面，有望為朝鮮半島帶
來新希望，「會議相當重要，對區域安
全與穩定具有建設性作用」。李顯龍又
稱，新加坡有能力應美朝要求舉辦峰
會，亦願意支付峰會開支。
李顯龍提到，基於峰會的規模、媒
體人數及保安水平，今次主辦美朝峰
會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工作。新加坡政
府估計，保安佔整體開支約一半，設
立傳媒中心及為超過2,500名海外記
者提供設施，則花費約500萬坡元(約
2,940萬港元)。

星報頭條轟勞民傷財
李顯龍公佈這次美朝峰會的總開支
後，這個驚人的金額立即登上當地晚
報的頭條，例如《聯合晚報》就大字
標題「辦特金會花兩千萬」。有新加
坡人坦言覺得不值，批評政府單純為
了出風頭，舉辦一場事不關己且成果
難料的峰會，勞民傷財。
的士司機錢先生表示，新加坡政府一

直喜歡借舉辦類似國際峰會出風頭，但
每次的成本都要納稅人埋單，「每次這
些會議之後，總會有些東西要加價，好
憎政府這樣做。」他又質疑這次峰會到
底能否達成有意義的成果，否則新加坡
納稅人的錢就白花了。

新加坡外長維文前日從平壤返回新
加坡後表示，峰會吸引全球人士關
注，東道主新加坡亦得以向世人展示
最好一面，屬不可多得的機會。維文
承認峰會保安等各項安排非常複雜，
但亦可讓外界了解新加坡的社會安
全、處事效率及應變能力，也反映新
加坡50多年來的外交成果，期望新加
坡透過峰會為世界和平出一分力。
特朗普將下榻新加坡香格里拉酒

店，酒店創辦人、馬來西亞首富郭
鶴年坦言，對香格里拉酒店以至新
加坡感高興，希望峰會有正面結
果。

數千記者來訪加深外界了解
美朝峰會吸引數以千計記者到新加

坡採訪，聯昌國際銀行私人銀行經濟
師宋誠煥估計，峰會為新加坡帶來的
即時收入或高達1,000萬坡元(約5,876
萬港元)。市場推廣顧問公司Kepios創
辦人肯普表示，許多人對新加坡認識
不多，峰會有助外國人加深了解新加
坡，並吸引他們到訪。

與辦F1賽事同效
公關公司PRecious Communications

董事總經理弗迪希提到當地舉行的一級
方程式賽車，能向全球展示新加坡的景
觀、形象和天際線，美朝峰會也可達到
同樣效果。此外，兩位來自截然不同文
化背景的國家領袖，選擇到新加坡舉行
峰會，可凸顯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和政治
中立形象。新加坡旅遊局(STB)則表
示，峰會為國家創造商機，並有助吸引
其他國家到此舉辦會議。

旅遊島變會議地聖淘沙蛻變
峰會選在聖淘沙的嘉佩樂酒店舉

行，亦可望突出聖淘沙方便管理的優
勢，由單純的旅遊島變成舉辦會談的
理想地點。南洋理工學院旅遊管理高
級講師奈爾表示，峰會給予嘉佩樂酒
店「無價的機遇」，「當你可妥善照
顧美國總統，自然可以照顧任何
人」。他補充說，嘉佩樂酒店的品牌
將透過峰會傳至全世界，令酒店享受
到「世界級」的宣傳效果。

在美朝峰會籌備初期，外界紛紛揣測舉
行地點，包括朝韓邊境板門店的「和平之
家」、蒙古及瑞士等，最後由新加坡「跑
出」。白宮近日解釋選擇新加坡的主要原
因，是考慮到當地的外交關係和政治立場
等因素。

罕見美朝共同邦交國
白宮一名官員接受CNBC訪問時表示，

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數同時和美國及朝鮮有
邦交的國家，而對方亦曾向華府表達舉辦
峰會的意願，華府因而選擇在當地舉行。
新加坡外長維文日前表示，政府未有向華
府自薦，但承認有詢問對方，又指美朝先

後接觸新加坡政府，形容美朝兩國同意新
加坡是「中立、可靠、值得信賴和安全」
的國家，國民應感到自豪。
美國和新加坡在商業上緊密合作，新加坡

美國商會至今擁有超過5,000名會員，涉及
超過750間企業，美國企業對新加坡的直接
投資超過2,590億美元(約2.03萬億港元)。新
加坡和朝鮮的建交則可追溯至1975年，朝鮮
至今仍在當地維持部分商業活動。
教導朝鮮人西方商業模式的新加坡組織

Choson Exchange創辦人西伊表示，在距
離平壤6小時航程的範圍內，只有極少地
區擁有可與新加坡相比的外交、安全和政
治中立性等條件。

美朝峰會將於明日在聖淘沙嘉佩
樂酒店舉行，為紀念這場歷史性峰
會，位於聖淘沙西羅索炮台的60
座大炮，前日起一連4天披上鮮
花，包括白百合，粉紅和香檳色的
洋桔梗，配搭非洲菊及橄欖枝，象
徵和平。

新加坡內政部長尚穆根表示，當局近日
拒絕最少4人入境，其中34歲澳洲籍男子
馬拉上周三搭機抵達樟宜機場，新加坡海
關發現他曾因恐怖主義相關罪行接受調
查，因而拒絕他入境，馬拉需乘搭下一班
客機回國。另一名來自東盟國家的男子早
前入境時行為可疑，並拒絕回應警員提
問，當局其後發現，他曾用手機搜尋及瀏
覽關於自殺式炸彈的資料，於是將他遣
返。
另外，新加坡警方昨日宣佈，兩名早前企

圖潛入朝鮮駐新加坡大使官邸的韓國記者
前日已被遣返，他們的採訪證亦已被吊銷。

白宮解畫選擇星洲原因

星機場安保嚴
男子網搜「炸彈」遭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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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藉美朝峰會的鎂光燈展現國新加坡藉美朝峰會的鎂光燈展現國
家家，，使外界認識其特點使外界認識其特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大批記者在酒店門外守候車隊大批記者在酒店門外守候車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余家昌余家昌攝攝

■■郭鶴年表示為郭鶴年表示為新新
加坡感高興加坡感高興。。圖為圖為
金正恩下榻的瑞吉金正恩下榻的瑞吉
酒店酒店。。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余家昌余家昌攝攝

美美朝朝

新加坡直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