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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入侵伊境遭擊墜 美堅稱屬國際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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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革命衛隊指出，一架美軍無
人機於昨日上午，從波斯灣南

部的基地起飛，其後關閉所有定位設
備，秘密入侵伊朗南部霍爾木茲海峽
沿岸的霍爾木茲甘省考穆巴拉克山區
的領空，革命衛隊隨後將之擊落。半
官方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報道，擊落
無人機的是伊朗自主研發的「雷霆」
防空系統，這款地對空導彈參照俄羅
斯技術生產，與被指在2014年擊落馬
來西亞航空MH17客機的「山毛櫸」
導彈相似，能夠擊落中至高空目標。

美軍證實事件 型號有出入
伊朗外交部強烈譴責美軍入侵伊朗

領空，形容屬非法挑釁，美方需為此
付出代價。
伊朗官方通訊社伊通社報道，被擊

落的無人機為美軍RQ-4「全球鷹」
無人偵察機，並發佈據稱是無人機被
擊落的照片，不過畫面模糊，能辨認
出一架飛行器正燃燒、墜落。RQ-4
「全球鷹」無人機是美國諾格公司研
製的高空長航時無人偵察機，滯空時
間長達30小時，可執行多樣化偵察任
務。
美國中央司令部發言人奧爾班事後

證實，一架無人機在香港時間昨日上
午7時35分被伊朗擊落，但地點並非
伊朗領空，而是霍爾木茲海峽上的國

際空域，批評伊朗無故攻擊美軍情報
設備。另外，美媒引述華府官員表
示，被擊落的無人機為海軍MQ-4C
「人魚海神」無人機，型號與伊朗所
宣稱有出入。
MQ-4C 是諾格最新研發的無人

機，最大飛行速度達每小時575公
里，航程逾1.5萬公里，續航時間30
小時，最大飛行高度1.8萬米。它能
夠24小時執行任務，一次飛行可以偵
察700萬平方米的海域，更能在1.8萬
米高空分辨「高爾夫球般大小」的目
標。

從未公佈MQ-4C派駐中東
不過MQ-4C 自從去年開始服役

後，一直只部署在太平洋的關島，美
軍此前亦從未公佈MQ-4C部署到中
東地區的消息，令人猜測被擊落的無
人機可能是秘密派駐到當地。專門監
察全球軍機動向的 twitter 專頁 Air-
craft Spots則指，美軍一架由RQ-4改
裝而成的「廣域海上監視驗證機」
(BAMS-D，即MQ-4C的測試款式)曾
於本月15日，由馬里蘭州帕圖森河海
軍基地出發前往阿聯酋阿布扎比的空
軍基地，相信就是被擊落的無人機。
如果報道屬實，或解釋了伊朗與美方
對被擊落無人機型號的說法差異。
美伊關係近期急劇轉差，除美軍在

中東地區派遣航母和增駐兵力外，伊
朗亦將低濃度濃縮鈾的產量增至4
倍，並威脅把濃縮鈾提煉至核武級
別。伊朗同時否認涉及油輪襲擊案，
稱這是美方插贓嫁禍，試圖尋找藉口
對伊朗採取軍事手段。

普京：若美出兵伊朗 將引發災難
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出席年度電話

問答直播時表示，伊朗一直全面遵守
核協議，認為美國制裁伊朗毫無理
據，又警告若美國對伊朗動武，將會
在中東造成災難，引發暴力浪潮和大
批難民出走。 ■綜合報道

中東局勢進一步朝軍事衝突方向升級中東局勢進一步朝軍事衝突方向升級，，伊朗革命衛隊昨日宣稱擊落一架入侵該國南部領空的美軍無人偵察機伊朗革命衛隊昨日宣稱擊落一架入侵該國南部領空的美軍無人偵察機，，

美國官員其後證實有無人機被擊落美國官員其後證實有無人機被擊落，，但堅稱事發現場是霍爾木茲海峽上的國際空域但堅稱事發現場是霍爾木茲海峽上的國際空域，，否認入侵伊朗領空否認入侵伊朗領空。。伊朗和伊朗和

美國對於被擊落無人機的型號說法有出入美國對於被擊落無人機的型號說法有出入，，有報道則指有報道則指，，一架相信就是被擊落的無人機曾於上周六一架相信就是被擊落的無人機曾於上周六，，即美國指稱即美國指稱

由伊朗策動的阿曼灣油輪遇襲案後由伊朗策動的阿曼灣油輪遇襲案後，，由美國東岸的基地緊急飛往霍爾木茲海峽一帶由美國東岸的基地緊急飛往霍爾木茲海峽一帶。。美國總統特朗普於香港時間美國總統特朗普於香港時間

昨晚在昨晚在twittertwitter以短短一句回應以短短一句回應，，直斥伊朗直斥伊朗「「犯了非常大錯犯了非常大錯」，」，令外界擔心美國可能採取激烈手段回應令外界擔心美國可能採取激烈手段回應，，紐約期油紐約期油

價格在特朗普發文後抽升價格在特朗普發文後抽升，，一度升一度升66..33%%至每桶至每桶5757..1313美元美元。。

美國總統特朗普
一直聲稱無意對伊
朗採取軍事行動，
不過國務卿蓬佩奧
等官員近期多次前
往國會，指控伊朗
涉嫌和「基地」恐
怖組織有聯繫，民
主黨及部分共和黨
議員質疑，華府此
舉是要自製條件，
以便引用「911」襲
擊後通過的《作戰
授權法》(AUMF)，
向伊朗採取軍事行
動。
AUMF是在2011

年「911」襲擊一周
後通過生效，法例
授權總統可以不經
國會批准，對恐怖
組織、相關組織及
人員採取軍事行
動。民主黨參議員
凱南透露，有華府
資深官員曾指控伊

朗過去為「基地」提供庇護，認為華
府正試圖製造一個局面，讓特朗普得
以繞過國會出兵伊朗。眾議員斯洛特
金指，蓬佩奧5月曾跟國會議員開會
討論伊朗與「基地」的關係，但其間
一再迴避是否打算引用AUMF。
美國伊朗事務特別代表胡克拒絕評

論事件，只強調華府向伊朗採取的任何
行動都會合理合法，又指美軍對伊朗的
任何潛在行動都是防衛性質，「沒有討
論過攻擊行動」。 ■綜合報道

美
疑
自
製
軍
事
行
動
條
件

稱
伊
朗
勾
結「
基
地
」

特
朗
普
斥
伊
朗「
犯
大
錯
」

油
價
抽
升
6%

��	��3 �

���
���%�
�����
�����

��
���%
�����
���

��

���%
����
��

7(4

�

�

��7��

�����

特朗普走在「伊戰2.0」邊緣
中 東 驟 然 戰 雲 密

佈，先是波斯灣相繼發
生油輪神秘遇襲事件，
特朗普政府以此為藉口
增兵千人赴中東，更揚

言不經國會同意便可對伊朗採取軍事
行動。另一方面，伊朗繼早前宣佈提
高濃縮鈾存量後，前日更擊落美軍無
人機，顯示特朗普政府對伊朗實施的
「極限施壓」政策瀕臨破產，不僅沒

達到迫使伊朗屈服的目標，更促使伊
朗與美國抗衡到底，誓要讓特朗普自
食苦果。

美伊走到戰爭的臨界點，始作俑者
非美國總統特朗普莫屬。全球多國千
辛萬苦才在2015年達成伊朗核協議，
但特朗普上任後一意孤行毀約，同時
加強經濟制裁，企圖以「極限施壓」
打擊伊朗經濟，逼其聽命於美國，放
棄核計劃。

美國有輿論質疑，華府與伊朗愈趨
交惡，在於當權鷹派——國家安全顧
問博爾頓和國務卿蓬佩奧——操縱美
國外交走向。然而華府高估了施壓的
正面效果，低估了對手的抵抗力度。
面對美國退出核協議，伊朗初期的應
對策略是與國際社會繼續談判，把美
國晾在一邊，這亦是伊朗溫和派的立
場。隨着美國步步進逼，試圖以強硬
制裁促使伊朗經濟崩潰，間接壯大了
伊朗強硬派的影響力，採取更激烈的
反美立場，形成了美伊鷹派正面交鋒
的對抗格局。

如今「極限施壓」目標落空，美國
有意見認為，華府可能對伊朗採取有
限度攻擊，類似美軍2017年攻擊敘利
亞軍事據點。不過伊朗和敘國不可相
提並論，與長期內戰、無還手之力的
敘軍相比，伊朗有能力作出相當程度
的軍事報復。若衝突發展成常規戰
爭，更可能將戰火蔓延至美國盟友以
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令整個中東陷入

火海。
雖然地緣風險急升，但至今仍有迴

旋的餘地。美伊現階段尚未顯示全面
開戰的確實意圖和行動，特朗普亦無
意捲入另一漫長的中東衝突，美伊衝
突向哪個方向發展，取決於特朗普能
否管控以博爾頓和蓬佩奧為首的鷹派
力量，避免美伊在危險的邊緣發生戰
略誤判、擦槍走火。另一方面，美伊
之間能否建立秘密外交溝通的「後
門」渠道，亦是影響局勢的關鍵，這
從美國和朝鮮緩和一事可見一斑。

至於伊朗，素有稱雄中東的野心，
但長期處於腹背受敵的狀態，南面有
沙特阿拉伯與伊朗爭做地區霸主，西
面有以色列的制衡，兩者都是美國的
親密夥伴。若貿然與美國開戰，導致
元氣大傷，伊朗在中東擴張影響力的
盤算也打不響。對伊朗而言，更有利
的策略反而是借助當前緊張局勢，促
使國際社會約束美國的過激行徑。畢
竟英國和歐洲均不願見投資伊朗的大
計泡湯、能源通道受阻損害經濟，更
遑論陪華府重蹈伊拉克戰爭的覆轍。
國際社會可設法組軍保護油輪防範再
受襲，同時避免美國再借此事煽風點
火。

無論如何，美伊關係惡化的「潘朵
拉盒子」是由美國打開，特朗普若還
不懂得臨崖勒馬，勢將墮入戰爭的深
淵，而「伊戰2.0」是各方最無法承受
的結局。

!!
?2

■■MQ-MQ-44CC「「人魚海神人魚海神」」無人機無人機

■■伊朗媒體發佈照片伊朗媒體發佈照片，，顯示顯示
一架飛行器一架飛行器（（箭嘴所示箭嘴所示））在在
空中燃燒空中燃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Q-RQ-44「「全球鷹全球鷹」」無人偵察機無人偵察機

▼▼兩艘油輪早前在中東受襲兩艘油輪早前在中東受襲。。 美聯社美聯社

■■伊朗民眾舉行反伊朗民眾舉行反
美示威美示威。。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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