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美日日韩韩共共享享涉涉朝朝军军事事情情报报
内容仅限朝核和导弹计划，日韩通气需美“倒手”

意大利失火渡轮

大部分乘客获救

■只是“君子协定”

韩国国防部说，这份备忘
录名为《韩美日关于朝鲜核与
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
克２３日签字，韩国国防部次长
白承周和日本防卫省事务次
官西正典２６日签字。２９日，三
方签字的协议书交由美国。至
此，协议完成签署，正式生效。

协议规定，美日韩三方可
共享互换的情报包括口头、电
子、文书等形式，内容仅限于
涉及朝鲜核和导弹威胁的领
域，不会扩展到其他领域。

今年５月，美日韩国防官
员在新加坡就实现情报共享
达成一致，就签署三方协议举
行磋商。与韩美、美日《军事情
报保护协定》不同，备忘录不
具备法律约束力，其签署不需
获得三国各自国会批准。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韩
国国防部官员告诉韩联社记
者，协议的签署将“有效威慑
朝鲜发起先发制人的挑衅
行动”；同时，美日韩三方的
合作有望提升涉朝情报的
质量，对朝鲜可能的“挑衅”
作出更敏捷反应。

■日韩“曲线共享”

日本媒体分析，根据这份
协议，日本今后可以与更易察
觉朝鲜发射导弹等军事动向
的韩国共享情报，韩国则可借
助日本的情报收集能力加强
对朝鲜的监视。

不过，按照协议规定，韩
国不会与日本“直接共享”敏
感信息，而会首先与美国分
享，美方获得韩方许可后方可
与日本分享。

韩联社报道，韩国方面打
算今后通过美国向日本提供
二级和三级涉朝军事情报。

韩国和日本先前分别与
美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协定具有法律约束力且
强调缔结方不得与第三方共
享军事机密情报。韩日２０１２年
寻求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理由同样是应对“朝鲜威
胁”，但因韩国国内强烈反对
而告吹。

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２９
日说，美日韩三方将就涉朝情
报的级别展开后续磋商，以决
定在何种情况下提供何种类
别的情报，以及线下提供情报
时所分享情报的级别。

据新华社消息

据新华社专电 意大利渡轮“诺
曼大西洋”号２８日晨在希腊附近海域
失火。意大利海军２９日说，经过连夜救
援，渡轮上大部分乘客和船员已被安
全撤离。意大利和希腊官员还说，至少
已有7人在这起事故中丧生。

意大利海军说，目前渡轮上只有
９名船员，这艘渡轮将被拖到港口。

“诺曼大西洋”号从希腊西部帕
特雷出发驶往意大利中东部安科
纳，当地时间２８日早晨在行驶到希
腊科孚岛附近海域时突然着火，随
后发出求救信号。事发时，船上共有
４７８人，包括４２２名乘客和５６名船员。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证实，火情
发生１６个小时后，外表可见的火势
已于当地时间２８日晚８时３０分被扑
灭，但渡轮内充满浓烟，令人窒息。

美联社报道，本月１９日，希腊帕
特雷港务局曾对“诺曼大西洋”号实
施检查并发现６处“缺陷”，但认定没有
一处缺陷的严重程度可致渡轮停运。
这些故障包括防火门故障、应急照
明灯“丢失”以及水密门故障。

船只制造方发言人卡洛·维森
蒂尼说，全船１６０扇防火门中，只有
一扇出现故障，而且一经发现立即
得到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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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专电 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和美国２８日正式结束在阿富汗
的作战任务，在一个低调的仪式中
降下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ＩＳＡＦ）
的旗帜。

在经历长达１３年的反恐战争后，
北约部队在阿富汗的任务将从作战
转变为向阿方提供训练和支援。

北约和美国２８日在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举行一个低调的仪式，象征
性地结束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
富汗的作战任务。

在降旗仪式上，国际安全援助
部队司令约翰·坎贝尔对在场的多
国军方人士、政府官员、外交官和媒
体记者说：“前路仍然充满挑战，但
我们会取得胜利。”

法新社报道，由于阿富汗近来
自杀爆炸袭击和枪击事件较频繁，
出于安全考虑，这次仪式的相关筹
备工作均为秘密进行。

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北约驻阿富
汗部队将不再承担作战任务，转而向
阿富汗军队提供训练和支援。北约将
在阿富汗保留大约１.３５万名士兵，其
中美国士兵人数最多，接近１.１万人。

今年９月底就任的阿富汗总统
阿什拉夫·加尼已经与北约、美国签
署新的安全协议，允许北约和美国
向阿富汗继续派驻部队。

据新华社专电 俄罗斯最高法
院新闻处说，俄最高法拟于２９日考
虑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支持
叙利亚人民圣战者阵线”（又称“救
国阵线”）认定为恐怖组织。

俄最高法代表说：“总检察官办
公室要求最高法禁止这些国际组织
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活动。”“支持叙
利亚人民圣战者阵线”成立于２０１２
年，是“基地”在叙利亚的正式分支，
已被美英等国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今年６月以来，“伊斯兰国”占领伊拉
克西部和北部以及叙利亚东部的大
片土地。美国９月１０日宣布对“伊斯
兰国”实施系统性空袭，同时组建打
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

据新华社专电 日本共同
社２９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俄罗斯已向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发出邀请，于明年赴俄参
加“卫国战争胜利日”７０周年庆
祝活动。目前尚不清楚安倍是
否会接受邀请。

了解日俄关系的消息人士
２８日说，安倍今年夏季前后收
到来自俄罗斯方面的邀请函，
受邀于明年５月赴俄参加“卫国
战争胜利日”庆祝活动。

根据这名消息人士的说

法，鉴于日本目前因乌克兰局
势对俄继续实施经济制裁，尚
无法确定安倍是否会接受邀
请。“目前阶段，安倍首相尚未
决定是否接受邀请。最终将由
首相作出决定。”这名消息人士
说。

２０１５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胜利７０周年，同时是俄罗斯卫
国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俄罗斯将
于５月９日“卫国战争胜利日”举
行盛大庆祝活动。俄罗斯已向
世界多国领导人发出邀请，包

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韩
国总统朴槿惠以及美国总统贝
拉克·奥巴马等。

俄罗斯曾在２００５年卫国战
争胜利６０周年时举办庆祝活
动。当时，包括时任日本首相的
小泉纯一郎、时任美国总统的
小布什等５０多名领导人均赴莫
斯科出席了庆祝活动。

目前尚不清楚金正恩是否
接受了俄方这一邀请。根据俄
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尤里·
乌沙科夫２２日的说法，有迹象

显示，金正恩有意愿前往俄罗
斯出席相关庆祝活动。

乌沙科夫说，一些国家对
俄方邀请作出了回应，一些国
家还在研究，这都很正常，因为
距庆典活动还有相当长时间。

日俄关系消息人士说，如
果安倍接受俄方邀请，他届时
可能会在莫斯科与金正恩碰
面。不过，双方能否举行会谈
取决于“绑架问题”新一轮调
查 进 展 以 及 乌 克 兰 局势发
展。

此次美日韩三国签署共享
情报协议，意义说大不大，说小
又不小。说这份协议的意义小，
是因为该协议对于美国和韩国
的具体影响其实都不是很大，
如果说真有谁能从这份协议中
获得重大利好，恐怕只有日本
一家。

考虑到美日、美韩已经分
别缔结了详细规定军事情报保
密办法的《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美国在其他两国又都有驻
军，此次美日韩三方签署的协
议，唯一的实质性内容其实只

有日韩互换情报。其实，早在
2012年，在美方的极力撮合下，
日本与韩国就打算签订《军事
情报保护协定》。然而此事后来
莫名其妙地被提前捅给了韩国
媒体，紧接着在韩国国内掀起
轩然大波，示威民众又是剁手
指又是要自焚。韩国政府借坡
下驴，告知日本“推迟签订”这
一协定。这一“推迟”，从此就没
了下文。

韩国对与日本共享情报有
一种神经质的敏感，主要是过
去被日本人坑的次数太多：在
韩国人看来，日本近代历史上
有两次崛起，都是拿朝鲜半岛
乱局作为其垫脚石——— 120年
前的甲午战争，日本打着替友
邦平乱的名义开进朝鲜，最终
将朝鲜弄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60年前的朝鲜战争，朝鲜半岛
打了个稀巴烂，日本却大发了
一笔战争财，挖到了战后经济
崛起的第一桶金。

回顾这两次事件，虽然有
凑巧的因素，却也道出了东
亚地缘政治的一个规律：朝
鲜半岛出乱子，有利于日本
浑水摸鱼。深谙这一点的韩
国人，是不想再给日本第三
次机会的。

说实话，眼下日本想看
朝鲜半岛“热闹”的动机依然存
在，日本跟美国之间是军事同
盟关系，日本在战时又对美国
进行支援，日本前防相甚至宣
称要“到地球另一边行使集体
自卫权”。既然如此，近在咫尺
的朝鲜半岛万一“有事”，日本
当然不会放过插手的机会。也

许洞悉了日本这一心思，韩国
早前已宣布：日本的军事力量
在没有经过韩国同意的情况
下，不能进入朝鲜半岛。韩国对
于日本的提防之深可见一斑。
由此看来，当初说要签情报共
享协议，恐怕也是看在美国人
面子上的“假客气”。

此次美日韩三方的签署情
报共享协议，虽然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但日本依然大赚了一
笔。透过这纸协议，日本至少进
一步掺和进了朝鲜半岛事务
的决策之中。这对于一心想
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安倍政府
来说，无疑是个重大利好。然
而对于韩国人来说，看着日本
这位“老哥们儿”又把手搭在自
己肩上来了，恐怕会感到“如芒
在背”。

北约结束在阿

13年作战任务

俄拟将“伊斯兰国”

列为恐怖组织

获邀参加“卫国战争胜利日”70周年庆祝活动

安安倍倍明明年年或或在在俄俄见见金金正正恩恩

韩国国防部２９日确认，韩国、美国、日本三方已经正
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开始共享涉及朝鲜核计划和导
弹计划的军事情报。值得注意的是，该协议规定，韩国不
会与日本“直接共享”敏感信息，而会首先与美国分享，美
方获得韩方许可后方可与日本分享。

日日本本又又能能““搅搅和和””朝朝鲜鲜半半岛岛事事务务了了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6月30日，韩国首尔，民众聚集在国防部前示威，抗议韩美日
三国正在拟定签署的军事情报共享谅解备忘录。 东方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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