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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婚介集團騙50華婦216萬

加拿大高中爆炸1死9傷

美最大軍火商遭黑客嚴重破壞

中也雙邊貿易額年逾300億

eBay及旗下網上支付系統PayPal前日入
稟法院，控告搜尋器巨擘Google當天推出
的手機「錢包」服務（見圖），盜取了該公
司的商業機密。
PayPal近年積極拓展手機付費系統，亦

曾與Google商討合作，但談判最終破裂。
今年初，Google從PayPal挖走兩名高層，包
括原先負責與Google談判的副主席貝迪
耶，和eBay高層蒂勒紐斯。入稟狀指，貝
迪耶離職前數天，將包括PayPal流動付費
等發展策略的機密文件帶走，認為Google
就是利用了這些資料，開發其手機付費服
務。 ■ 《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eBay告Google 
手機錢包盜機密

美軍本月2日在巴基斯坦擊殺「基地」
領袖拉登後，中央情報局(CIA)探員昨日
首次在巴國配合下，進入拉登大宅（見

圖）搜證，以尋找「基地」活動的隱藏
線索。兩國嘗試藉此修補拉登被殺後的
緊張關係。
中情局副局長莫雷爾上周在巴國與情

報主管帕夏達成共識，期望此舉可擴大
兩國合作，而不是令關係惡化。據悉協
議共花一周才達成，因行動涉及運送高
科技儀器，以便穿牆探測及檢查搜出物
件，但美方強調，不保證行動肯定有
「收穫」。

大批文件資料 如圖書館
巴國高層指，協議象徵兩國情報機關

重建互信踏出第一步。美方則稱巴國容
許中情局搜證，是緩和兩國關係的「低
成本選擇」。中情局將集中研究大宅採

取了哪些保安措施，以及其原因，報道
指，巴國在屋內發現多幅隔音牆。
美國在拉登大宅發現大批文件及資

料，猶如「小型大學圖書館」。《華爾
街日報》報道，巴國正協助美國當局了
解部分資料的內容。美國官員稱調查內
容不會公開，避免美國或西方國家成為
襲擊目標，但至今為止，美方仍未能從
文件中找出任何與拉登死前正策劃恐襲
有關的證據。 ■路透社/《每日郵報》

中情局進拉登大宅搜證希拉里突訪巴基斯坦 修補關係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昨日突然到訪巴基斯

坦首都伊斯蘭堡，與總統扎爾達里等政府
高層會面，是月初「基地」組織領袖拉登
被殺後，首次有華府高層訪問巴國。分析
指，希拉里今次旋風式訪巴將有助緩和兩
國緊張關係，但雙方會面時欠缺笑容，顯
示美巴不和短期內難以化解。
陪同希拉里到訪巴基斯坦的，還有美軍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巴國方面除扎
爾達里，還有總理吉拉尼、陸軍參謀長基
亞尼及三軍情報局局長帕夏等。此行事前
一直保密，避免受恐襲威脅。

稱無據顯示包庇拉登
希拉里形容此行象徵兩國關係的轉捩

點，讚揚巴國是打擊恐怖分子的「好拍

檔」，指兩國將來尚要完成大量緊急工
作。她稱無證據顯示巴國政府高層知道拉
登匿藏地點，又指反美主義及陰謀論無助
解決問題。
希拉里表示，美國對巴國反恐工作有

「期望」，指後者對付在本土匿藏的恐怖分
子方面未盡全力。美國過去5年向巴國提
供75億美元(約584億港元)協助反恐，國會
議員在拉登被殺後質疑巴國的「忠誠
度」，要求停止資助。
吉拉尼前日稱，巴國會採取一切可行措

施打擊匿藏的武裝分子，但並未提及會否
在阿富汗邊境向威脅美軍的武裝分子開
戰。巴國近日接連發生恐襲及自殺式襲
擊，外界質疑該國是否有能力鎮壓武裝分
子及保護核武。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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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社

■希拉里在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右)陪同
下，在伊斯蘭堡出席記者會。 美聯社

■也門總統薩利赫接受訪問，強硬表示不會下
台。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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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該國過去4日暴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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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高達4億美元(約31.1

億港元)，加深國內經

濟困境。

經 濟學家指出，也門經歷4個月示威浪
潮，加深財赤壓力，亦嚇怕外國緊急

支援。也門原本每日出產10.5萬桶原油，部族
成員襲擊輸油管導致煉油廠關閉，令出口幾
乎停頓。汽車在油站外大排長龍，居民對停
水停電已「見怪不怪」。

財赤升至17年新高
專家表示，連月動盪波及也門多條重要經

濟支柱，加深經濟危機，經濟瀕臨崩潰，也
門本年度財赤將高達53億美元(約412.4億港
元)，是該國1994年爆發內戰以來的最高水
平。資料顯示40%人口每日靠少於2美元(約
15.6港元)過活，國民長期捱餓，加上失業率
高，誘發反政府示威。預料支持及反對薩利
赫的陣營均會上街發動大規模示威。前日衝
突就造成超過40人死亡，是一月示威爆發以
來最血壓的一日。

爆發內戰 薩利赫拒下台
部族與軍警經過連日激戰，終在前日下午

暫時停火，但各地仍有零星衝突。昨日為周
五伊斯蘭祈禱日，預料支持及反對薩利赫的
陣營均會上街示威，但據稱首都薩那氣氛緊
張而平靜。反對派部族領袖艾哈邁爾昨日表
示，部族成員與薩那軍警有停火協定，但若
薩利赫挑釁，他準備好隨時開戰。
也門一個部族昨日稱已擊敗一支親薩利赫

部隊，並佔領薩那約100公里外的軍營。有阿
拉伯電視台報道，也門空軍轟炸佔領軍營的
部族武裝分子。
該國政治評論員認為，所有部族「槍口一

致對外」，現在是推翻薩利赫的黃金時機。薩
利赫3次拒簽協議，顯示他不會輕言下台。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2010年中也雙邊貿易額達
40億美元(約311億港元)，其

中中國出口12.2億美元(約95億港元)，進口
27.8億美元(約216億港元)。中國主要向也
門出口服裝鞋帽、汽車輪胎、機械設備
等，主要從也門進口石油、食用魚等。
中國在也門開展承包勞務始於1979年，

中國路橋、中建、山東國際合作公司、北

京八仙房地產公司、中原油田、江蘇油
田、長城鑽井公司、中石油天然氣總公
司物探局、華為公司、中興公司、中國
水產公司、上海水產公司等一大批中國
公司先後進入也門，開展工程承包、勞
務輸出、技術合作等互惠互利的經濟往來
業務。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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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登月初被美軍擊斃，令「基地」

組織元氣大傷；然而，也門政局動

盪，瀕臨內戰，政府自顧不暇之際，

打擊恐怖分子力度自然減弱，對此最

高興的，相信莫過於以也門為基地的

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AQAP)，它可

藉此機會招募成員，策動更多恐襲活

動。

也門爆發大規模示威衝突，但不管

總統薩利赫轍亂旗靡，還是反對派被

殺得片甲不留，AQAP仍能置身事外，

趁薩利赫傾盡全力鞏固權位嚴力打壓

暴亂，不但能在「無王管」的邊遠地

區，安心密謀恐襲活動，更有餘暇在

東非及歐洲建立網絡，為全球策劃恐

襲活動鋪橋搭路。

儘管AQAP只有區區300多名成員，卻

是「基地」最勇猛強悍分支。成員不

僅精於製造精密炸藥，更懂得運用

「軟實力」，擅於在網上宣傳，慫恿死

士自動獻身，在世界各地策動自殺式

襲擊。

薩利赫聲稱與華府合力反恐，但其

惡政卻令國家貪污嚴重、失業高企。

若他仍眷戀權位不願卸任，吃也吃不

飽的示威者或會被迫投靠AQAP，尋找

另類出路，讓「基地」組織日益坐

大。屆時即使下任政府極力打擊，恐

怕也收效甚微。 ■邱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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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警方日前搗破跨國婚姻介紹詐騙集團，
指14名疑犯涉嫌從2007年至2008年間，在中國瀋
陽、丹東等地，向50名當地婦女詐騙了3億韓圜
(約216萬港元)。當局正追緝其中兩名主犯下落，
並調查是否有更多中國婦女被騙。
警方指，該犯罪集團涉嫌以介紹結婚對象

為藉口，向受害女性收取大筆介紹費和手續
費，平均每人支付了600萬至1,000萬韓圜(約
4.3萬至7萬港元)。調查發現，他們為中國國
內婚介所介紹的婦女安排相親，並以合成照
片作證的方式獲得女方信任，騙得款項後即
逃回韓國。 ■韓聯社

美國F-22、F-35戰機及其他武器的生產商洛
歇馬丁公司，其電腦系統據報受到嚴重破
壞，網絡中斷多日，大量員工受影響。有消
息指，電腦系統懷疑是遭到黑客以不法手段
入侵，公司已作出補救，並通知五角大樓，
據報國防部正與洛歇馬丁「擬定可能行動」。
洛歇馬丁是美國國防部最大供應商，同時

也是華府最大資訊科技供應商。消息指，公
司目前正忙於應付「重大內部電腦網絡問
題」，而且可能與網絡安全問題有關。有報道
說，洛歇馬丁的專家周日發現網絡被入侵
後，系統開始遲鈍，入侵方式包括以員工安
全身份辨認標記，從防火牆外進入內部網
絡。 ■路透社

朱克伯格做屠夫 只食自宰動物

成功人士總有自己的一套成功之道，
人氣社交網絡facebook(fb)創辦人朱克伯
格（見圖）每年也會為自己定下目標，
挑戰自己；但今年的新挑戰卻稍為怪
異：他只會吃自己親手宰殺的動物，其
餘時間一律吃素。
2009年，朱克伯格定下每日佩戴領帶

的目標；2010年，他每天抽出一小時學
習普通話。前2年的目標也很正常，但
他本月初在其fb專頁，稱「我剛宰掉了
一頭豬和一頭羊」，為其今年的新挑戰
揭開序幕。他前日在法國出席八大工業
國集團(G8)峰會時說：「我今年基本上

成了素食者，因為我只會吃自己宰殺的
動物。」

一刀割喉是最仁慈方法
朱克伯格的鄰居廚師庫爾為他鋪橋搭

路，帶他到當地農場，教授他宰割動物
的方法。庫爾表示，朱克伯格一刀割破
一頭羊的喉嚨，是「最仁慈」的方法。
成為朱克伯格首個「刀下亡魂」的，是
一隻龍蝦，他表示，煮熟龍蝦的經驗非
常難忘，長時間沒吃肉，更顯得滋味過
人。
朱克伯格通常會把大動物交給屠夫

「斬件」，再交還他和女友親手炮製。他
最近便宰殺了一隻雞，雞心、雞肝等通
通放入口中，還在fb上載照片，向朋友
介紹他的料理。
他稱最近每年也會給自己新挑戰，讓

自己放眼世界、擴闊興趣、更自律。他
又表示，很多時候人們忘了自己吃的肉
類，被屠宰前都是有生命的動物，他覺
得這樣不負責任，才定下這個挑戰，讓
自己更有責任心、更感恩。他表示，下
次的挑戰是狩獵。

■《泰晤士報》/霍士電視台

加拿大渥太華一所天主教中學昨日早上發
生意外爆炸，造成1名學生死亡，1名教師和8
名學生受傷。事發地點為汽車修理課的實驗
室，警方初部懷疑是空油桶殘留的油料觸發
爆炸，但詳情仍需深入調查。
現場消息稱，高中學生萊頓當時正在實驗

室內工作，爆炸後，他被發現躺在地上不省
人事，全身布滿油跡，口中吐血。他被救出
時心跳已停頓，但救護人員在送院途中一直
為他急救，一度令其恢復脈搏，但送院後延
至晚上終告搶救不治。

■《渥太華公民報》

■也門變節的軍人在首都薩那參與
示威，要求薩利赫下台。 路透社

■反政府民
眾示威時，
站在高台上
揮國旗。

法新社

也門動盪數月
能源出口停頓 月損31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