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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稱涉革命衛隊 霍爾木茲海峽再生摩擦

美英控伊朗圖劫持英油輪
中東地區局勢再趨緊張，英國國防部昨日表示，一
艘英國運油輪前日駛經霍爾木茲海峽一帶時，被最少
3 艘伊朗船隻企圖劫持，要求運油輪改變航道並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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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附近水域，負責護航的英國軍艦隨即介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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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將炮口轉向伊朗船隻，並發出警告，成功迫使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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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事件懷疑與上周一艘運載伊朗石油到敘利亞的
油輪被英國屬地直布羅陀扣押有關。華府消息則稱，
涉事船隻屬於伊朗革命衛隊，但伊朗否認。

大(概事發位置 )
近期涉及伊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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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及路透社引述美國
國國防部消息稱，英國石油公司(BP)運油

輪「英國遺產」號前日駛經波斯灣，準備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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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木茲海峽時，突然有 5 艘伊朗船隻駛近，
並下令油輪改變航道，停泊在附近的伊朗領
海。據報美軍飛機當時正在上空飛行，並錄下

小範圍施襲的另一作用，便是可以摸清特朗普底
牌。近日針對油輪和商船的事件中並沒有傷及任何
平民，反而可誘使特朗普自揭紅線，例如特朗普早前
便曾表示不值得為伊朗行動開戰。不過伊朗的如意算
盤亦未必打得響，例如 1980 年代兩伊戰爭期間，伊
朗在波斯灣設置大量水雷，導致美國一艘軍艦受損，
最終促使美軍採取「螳螂行動」，消滅半隊伊朗海
軍。華盛頓阿拉伯灣區國家研究所的伊比什認為，伊
朗雖不希望開戰，但絕對願意冒險以求打破目前困
局，維持現狀絕非伊朗的長遠目標。

事發經過，不過未有片段曝光。
正在後方為油輪護航的英軍巡防艦「蒙特羅
斯」號隨即介入，駛進「英國遺產」號與伊朗
船隻之間，並將槍口對準後者，再以無線電作
出口頭警告，伊朗船隻最終駛走。報道指，
「蒙特羅斯」號甲板裝備有兩門 30 厘米小口徑
自動機炮，專門對付海盜船等小型船隻。
英國政府的聲明只提及有 3 艘伊朗船隻涉
事，沒有指明是否屬於伊朗革命衛隊。英方批
評做法違反國際法，對此十分關注，呼籲伊朗
政府緩和區內局勢。

伊朗否認 稱
「僅執行正常任務」

■伊朗疑圖謀劫持
伊朗疑圖謀劫持「
「英國遺產
英國遺產」
」號。網上圖片

據報「英國遺產」號原定前往伊拉克裝載石
油運往歐洲，但由於擔心區內局勢，BP 在事發
前已經決定取消航程並下令「英國遺產」號掉
頭。「英國遺產」號最多可搭載 100 萬桶石

美欲日加入聯合國軍「出兵國」韓強烈反對
韓國和日本就貿易問題爭議之際，韓聯社昨日
引述韓國政府消息人士報道，駐韓聯合國軍司令
部在美國推動下，正尋求將日本列入「出兵
國」，即容許日本自衛隊在緊急情況發生時，以
聯合國軍名義向朝鮮半島派遣兵力和裝備。韓國
國防部副發言人盧在千表明，韓方反對日本加入
聯合國軍，他強調日本並非朝鮮戰爭參戰國，因
此不能作為出兵國參與聯合國軍活動。
消息人士透露，美國正積極尋求聯合國軍司
令部在朝鮮半島發揮更重大作用，為此希望日
本加入出兵國。消息人士又指，華府認為日本
作為司令部 7 個後方基地所在國，在半島爆發
緊急情況時，出兵國將在日本集結兵力，因此
日本亦應加入聯合國軍。

料遭中朝俄抗議
據悉，駐韓美軍司令部昨日發表的《駐韓美
軍2019戰略概要》中，亦首次寫入「發生危急
情況時，司令部將在提供兵力支援方面與日本
合作」。不過韓國國防部回應時，質疑韓文版

伊朗近日在波斯灣地區動作頻頻，如上
月擊落美軍的無人機，多艘不同國家的油
輪、亦在駛經霍爾木茲海峽一帶時遇襲。
伊朗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的種種施
壓，2015 年簽訂核協議後的經濟成果
毀於一旦，當伊朗再無任何東
西可以失去後，唯有拚死一
搏，以求迫使美國撤銷制裁，
恢復國內經濟發展。
2017年特朗普恢復制裁前，伊
朗 經 濟 曾 一 度 錄 得 3.8% 增
長，但自從美國退出核
協議，當地經濟即每
下愈況，繼去年錄
得 3.9% 收 縮 ， 今 年
更有機會進一步收縮
6%。美國早前已經表明，制
裁手段只會愈來愈強硬，相
信伊朗行動亦只會繼續朝更
激烈方向邁進。
石油是伊朗重要產業，
故伊朗製造軍事摩擦，另
一目標相信是阻止美國再
針對油產品出手。國際危
機組織相信，伊朗透過加
劇局勢緊張，推高運油保險
費用，可在某程度上抵消被
美國制裁的成本。
全球海運石油中，有 30%均會
經過霍爾木茲海峽，伊朗選擇在
此出手，亦相當於表明若當地石油
出口繼續受限，便不會再遵守遊戲規
則。歐亞集團便曾在上一次霍爾木茲油
輪遇襲案後指出，伊朗試圖將波斯灣地
區安全及自身經濟穩定扯上關係。

的翻譯存在錯誤，如英文版本中，美國指出在
危急情況時，聯合國軍司令部會繼續確保「經
日本」(through Japan)來的兵力支援，而韓文
版本則為「與日本」確保兵力支援。
韓聯社指，考慮到日本不僅對歷史問題不思
反省，近期更因不滿二戰勞工索償案對韓採取
報復措施，導致韓日關係降溫、韓國民眾反日
情緒高漲等因素，預計聯合國軍的這一舉措將
引發強烈反對。國際方面，美國友邦借聯合國
軍司令部之名匯集半島，也必將引起朝鮮、中
國和俄羅斯等有關各國抗議。
不過韓聯社也指出，從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
要求美軍駐紮國家增加負擔防衛費方面考慮，
上述措施或意在吸引更多國家加入聯合國軍司
令部，分擔美軍的角色和作用。
聯合國軍司令部「出兵國」是指在朝鮮戰爭
期間曾經向半島派兵、且在休戰後訂明一旦戰
爭再次爆發時再次派軍的16個國家，現時包括
韓國、美國、澳洲、比利時，加拿大、哥倫比
亞、丹麥、英國、法國、希臘、意大利、荷

■日本並非朝鮮戰爭參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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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韓國反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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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新西蘭、挪威、菲律賓、南非、泰國及土
耳其。盧在千強調，任何國家若要加入聯合國
軍出兵國，均需和韓國國防部進行協商，任何
派軍亦須獲得韓方同意。他亦表明反對德國在
未獲韓國同意下，加入聯合國軍司令部。
■綜合報道

油，事發時並無任何貨物，油輪事後安全駛過
霍爾木茲海峽，並沿阿曼沿岸駛離該地區。
伊朗革命衛隊否認涉及事件，稱巡邏船只
是在霍爾木茲海峽一帶執行正常任務，「過
去 24 小時內沒有與任何外國船隻、包括英國
船隻接觸」，更揚言如果確實收到扣押船隻
指令，早已立刻付諸行動。英國海軍陸戰隊
上周四在直布羅陀對開海域以違反制裁為
由，登上並扣押運載伊朗石油往敘利亞的超
級油輪「格雷斯 1」號，伊朗總統魯哈尼前
日警告，英國扣押油輪會帶來相應「後
果」，並直斥對方做法「卑鄙、錯誤」，但
沒有詳細說明是什麼後果。
美國中央司令部的指揮官厄本回應事件，指
留意到有報道提及伊朗革命衛隊干預英國船隻
的航道，並表示需要透過國際的解決方案，處
理針對國際航行自由的威脅。
■綜合報道

日本制裁爭端 韓向美求救
日本上周起限制向韓國出口 3
種生產半導體原料，引起韓國激
烈反彈，首爾政府在多番抗議仍
不得要領下，改為採取外交攻
勢，尋求與日韓皆有同盟關係的
美國介入幫助。韓國外長康京和
前日致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
事件向對方表達憂慮，國家安保
室副部長金鉉宗同日亦出訪華盛
頓尋求幫助。
世界貿易組織(WTO)商品委員
會周二舉行會議，韓國當時已在
會上提及日本限制出口一事，並
計劃向世貿入紙投訴。韓國外交
部昨日發表聲明，指康京和前晚
與蓬佩奧通電話，形容日本限制
出口半導體原料的做法不理想，
不單會對韓國企業造成打擊，亦
會影響全球的供應鏈，波及美國
以至全球的貿易平衡，並稱「將
不利於韓國、美國及日本三方合

作」。蓬佩奧對韓國立場表示理
解，並同意透過外交途徑，促進
美日韓三方溝通。

撥 20 億元助業界紓困
金鉉宗出訪美國期間，將與白
宮官員及國會議員會面，尋求美
國調解日韓的貿易爭端。但日本
前駐美大使藤崎一郎前日接受路
透社訪問時，則指不需要美國調
解，「正如日本亦不會介入美墨
或美加的雙邊關係」。
韓國總統文在寅前日坦言情況
「空前緊急」，呼籲業界為衰退
危機做好準備。執政共同民主黨
昨日則宣佈，撥出 3,000 億韓圜
(約 19.9 億港元)額外資金，用以
紓緩日本限制出口構成的影響，
包括資助本土企業加速生產半導
體原料等。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