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外交部聲稱，利比亞軍方8名高官前日集體「變
節」，包括5名將軍、2名上校和1名少校。據報近日已有120
名政府軍官兵出走，變節者估計，目前效忠狂人卡扎菲的
將軍「不超過10名」，政府軍僅有2個旅的兵力，作戰能力
只剩2成，反映「卡扎菲的日子屈指可數」。北約加緊空襲
之際，最新證據顯示西方國家地面部隊可能已進入利比
亞，協助反對派推翻狂人。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片段顯示，6名疑似英國人在米蘇拉塔
與反對派商談，其中5人有突擊步槍，穿沙漠色便裝、戴鴨
舌帽、太陽眼鏡和阿拉伯頭巾；另一人穿短袖T恤，沒帶武
器，可能是帶領團隊的情報官員。當他們發現攝影鏡頭
時，便匆忙離開。據報他們可能是前英國空降特勤隊(SAS)

隊員，退役後私下為反對派工作。

南非總統稱狂人願停火
南非總統祖馬前日訪問利比亞斡旋時表示，卡扎菲已接

受並準備執行非洲聯盟提出的停火路線圖，但沒提及卡扎
菲是否願意下台。反對派則堅持若卡扎菲不下台，就不會
停火。就在祖馬結束訪問後數小時，北約再度空襲的黎波
里及其南面兩個城鎮的軍用和民用設施。

反對派宣稱，他們暫名為「國民解放軍」，以代表其愈來
愈「專業、受過訓練」的部隊。網上流傳一段據稱是民眾
在的黎波里示威的短片，顯示數百人送殯時高呼反卡扎菲
口號。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每日郵報》/中新社

利比亞8將校級軍官變節

英前特種兵疑潛入境

埃及一名高官向美國媒體證實，軍方3月9日驅散示威
者，在開羅解放廣場逮捕女示威者後，曾對她們進行「處
女檢驗」。

當日149人被捕，據稱當中的女示威者遭毆打、電擊、
脫衣搜查和強迫進行所謂「處女檢驗」。軍方其後確認，
有17名女示威者被捕，但否認曾不正當對待她們。

然而，拒絕透露姓名的將軍承認：「那些被拘押的女孩
不像是你我的女兒。」她們在示威者帳篷裡跟男性同居。
他表示，軍方在帳篷找到燃燒彈和藥物等，也曾對她們進
行「處女檢驗」，但辯稱此舉是要證明她們一開始就不是
處女之身，以防稍後謊稱遭軍人性騷擾或強姦。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北約部隊上周六在阿富汗空襲造成14名平民死亡，阿富
汗總統卡爾扎伊昨天表示，對北約屢誤殺平民忍無可忍，
指責無視禁令繼續轟炸，恐怕會變成「佔領軍」，損害阿
富汗主權。這是卡爾扎伊3日內第2次發出「最後警告」。

北約司令對空襲引起平民死傷致歉，指塔利班利用平民
作掩護才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又辯稱過去一年的空襲有效
對付塔利班，稱空襲是經過阿富汗政府協調及許可。

兩名澳洲士兵昨日在阿富汗陣亡，其中一人是與一名阿
富汗政府軍士兵在喬拉山谷駐守時，遭對方連開多槍轟
斃，疑兇逃去無蹤，澳洲軍方司令休斯敦指事件並非意
外。另一名士兵則在軍方直升機墜毀中死亡。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埃高官認軍方惡行
曾對女示威者「處女檢驗」

阿富汗總統通牒
禁北約空襲民居

被指操控國營銀行購股權 變相挪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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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出血性大腸桿菌疫情持續在歐洲蔓延，
一名在德國感染的50多歲女子，昨日在瑞典
的醫院病逝，是德國以外首宗死亡個案。德
國的死亡數字也增至14人，包括英國、丹
麥、荷蘭等多國已出現感染病例。

西班牙青瓜成為眾矢之的，但德國漢堡衛
生當局昨日宣布，進一步化驗早前查出帶菌
的兩根西班牙青瓜後，顯示帶有的菌株特
性，與從德國兩名患者糞便樣本中的並不相
符，推斷西班牙青瓜不是引起德國疫情的致
病原。一直否認是疫情源頭的西班牙，表示
將向歐盟索償。西班牙一家醫院表示，一名
剛從德國回國的40歲男子疑受感染，現時在
深切治療部留醫，若屬實將是該國首例。

各國對西班牙蔬果聞之色變，據該國水果
和蔬菜生產出口國聯合會(FEPEX)昨天表示，
差不多所有歐洲國家已停購，業界損失數以
百萬歐元，並擔心會引發連鎖反應，影響其
他農產品。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大腸桿菌瑞典奪命
西國擬向歐盟索償

美國最大軍火商洛歇馬丁的網絡早前遭黑
客入侵，令美國網絡安全再度響起警號後，
國防部決定推出首個正式網絡戰略，指他國
黑客若攻擊美國核反應堆、地鐵或管道等設
施的電腦網絡，將構成戰爭行為。根據該戰
略，美國將可以動用傳統軍事力量報復。一
位軍官說：「若你破壞美國的電網，我們可
能向你射導彈。」

國防部提交的戰略報告，還將討論一系列
尚未解決的敏感問題，包括美國是否能準確
判斷攻擊源頭、如何判斷網絡攻擊嚴重至可
視為戰爭行為等。

據悉，國防部強化了戰略中的「對等」概
念，即若網絡攻擊造成人命傷亡、財物損失
或大規模社會騷亂等傳統戰爭後果，美國就
可考慮「動用傳統軍事武力」回應。

■《華爾街日報》

網絡攻擊列戰爭行為
美或射導彈報復

蘋果公司昨日宣布，現時仍在病假期間的
行政總裁喬布斯，將於下周主持產品發布
會，發表名為「獅子」(Lion)的新一代蘋果作
業系統。

喬布斯將於下周在三藩市的全球開發者大
會上發表主題演講，介紹Lion和新一代iPhone
及iPad軟件，以及名為「iCloud」的服務。有
傳媒表示，iCloud可以讓客戶將音樂儲存在雲
端伺服器上。

曾患胰臟癌的喬布斯於1月再度請病假，但
仍會參與蘋果重大決策，日常事務則由首席
運營官庫克處理。蘋果未有交待喬布斯最新
健康狀況。 ■法新社/美聯社

喬布斯下周回歸
介紹「獅子」

韓國《朝鮮日報》昨日引述南韓國防部消
息稱，京畿道富川陸軍部分後備部隊，把朝
鮮領導人金正日的照片貼在射擊靶上，進行
射擊訓練。早在1月，韓國海軍陸戰隊部分部
隊在訓練新兵時，也曾把朝鮮政權接班人金
正恩的照片作為標靶。

報道指出，去年天安艦和延坪島事件後，
韓國部分部隊指揮官為了提高後備和現役官
兵的敵我觀念和意志，而採取了這個別措
施。國防部規定，軍官級以上指揮官對射擊
靶等視聽教材具選擇權，部分後備軍人進行
射擊訓練時，遂將朝鮮三代領導人金日成、
金正日和金正恩的照片當作靶標。

金正恩傳已婚 朝傳竊韓軍電郵
韓國親朝鮮網絡媒體《統一新聞》前日報

道，金正恩已於去年9月朝鮮勞動黨代表會議
期間結婚，只有部分幹部知曉。消息是旅居
海外的韓國人最近訪朝時獲悉，但未經證
實。

另據韓媒報道，朝鮮利用黑客，掌握相當
數目的韓國陸軍軍官名單、電郵地址等，並
集中侵入這些電郵，竊取情報。

■法新社/美聯社/中央社/共同網

金家三代照
成韓軍標靶

■南非總統
祖馬前日到
訪利比亞斡
旋，與卡扎
菲會晤。

路透社

■卡塔爾半
島電視台拍
到6名疑似前
英國空降特
勤隊(SAS)隊
員在米蘇拉
塔與反對派
商談。

網上圖片

德國總理默克爾展開3日亞洲訪問之旅，
昨日抵達印度首都新德里，與印度總理辛格
會面，據信她會借機爭取印度價值110億美元
(約856億港元)的戰機訂單，於15年內為印度
提供126架戰機。默克爾乘坐專機前赴印度
時，一度被伊朗禁止使用該國領空，德國批
評「完全不可接受」，傳召伊朗大使抗議。

她乘坐的A340空中巴士被禁使用伊朗領
空，被迫在土耳其上空盤旋約2小時。經過
一輪「廣泛外交介入」，默克爾才獲准通過

伊朗前赴印度。德國一直批評伊朗發展核
武。

默克爾其後與辛格會面，兩人簽署4項協
議，就職業教育、醫學研究、科技和核子物
理學加強合作；又談及雙邊關係、貿易及投
資、反恐、聯合國安理會制度改革等議題。
她會後表示，會跟印度攜手爭取成為安理會
常任國；辛格則稱，目標是將兩國貿易在明
年前提升至200億歐元(約2,241億港元)。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最新指控來自企業家
兼反貪腐運動人物

庫恩。他稱今年較早前，拉加德容許
國營銀行「信托投資局」，收購法國能
源公司「GDF蘇伊士」旗下天然氣子

公司「GRTgaz」25%股權。庫恩指收購
動用納稅人金錢，但本身沒策略性可言，

對於公眾也無作用，認為這是挪用公款，拉加德
是合謀。財政部官員則稱指控純屬「幻想」。

涉繞過司法程序 助總統友獲賠償
庫恩要求檢察官納達爾調查事件，納達爾目前正調

查拉加德涉及的另一宗涉嫌濫權案。她被指於2007
年繞過司法程序，下令一個特別委員會，仲裁前

Adidas老闆兼總統薩科齊好友塔皮與里昂信貸銀行之

間的糾紛，翌年判塔皮勝訴，賠償他2.7億英鎊(約34.6億港元)。
雖然屢次涉及濫權指控，但拉加德仍是接任IMF總裁的頂頭大

熱。除了獲歐盟支持，俄羅斯總理普京上周也稱她為合適人選。
雖然美國刻意避免作任何官方支持的表態，但同樣表示拉加德是
優秀候選人。除拉加德外，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滕斯和哈薩克斯
坦央行行長馬爾琴科也已宣布參選。

討好新興國家 承諾續改革IMF
拉加德前日與曼特加共進午餐，表示上任後將堅定繼續推行

IMF改革，並指IMF屬於全體成員國。近年IMF積極改革，發展中
大國獲得更大話事權。然而，巴西和其它新興國家近幾周已表
示，除非候選人作出明確承諾繼續推行改革，否則他們不會支持
任何一人。不過，印度總理辛格昨日稱，IMF總裁應由最勝任的
人擔任，不應理會其國籍。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法國財長拉

加 德 訪 問 新

興 國 家 ， 爭

取支持其接任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IMF)總裁。她的濫

權指控再添一宗，一名法

國商人指她操控國營銀行購買能源公司股權，等

同挪用公帑，要求檢察官調查。與此同時，

身在巴西的她與巴西財長曼特加會面，

承諾徹底改革IMF，給新興經濟體

更大話事權。她稍後還將訪問

中國、印度和沙特阿拉伯

等國。

卡恩事件重演！IMF前總裁卡恩涉嫌意圖強姦後才兩周，埃

及74歲前亞歷山大港銀行主席奧馬爾，同樣在紐約入住高級酒

店，同樣涉嫌在房間禁錮性侵酒店黑人女工，已被警方落案起

訴。

事發於當地時間周日晚。現時出任中東頂尖食鹽製造商El-

Mex Salines主席的奧馬爾，入住曼哈頓Pierre酒店10樓高級套

房，並要求酒店把紙巾送到他的房間。一名44歲黑人女工來到

送上紙巾，但奧馬爾不讓她離開，更抓住她的胸部，撫摸她、

親吻她，據稱還在她身上「磨來磨去」。奧馬爾最終放走女

工。

酒店於翌晨報警，警方到場拘捕奧馬爾。警方指女事主的證

供可信，落案起訴奧馬爾性侵、非法禁錮、強行觸摸及滋擾。

奧馬爾現時被扣留在警局，預計昨晚提堂。酒店發言人稱，會

全力配合調查。

由於情節如出一轍，事件迅即令人聯想起卡恩案。卡恩被控

進行犯罪性行為、意圖強姦、性侵犯、非法禁錮、強行觸摸等

罪名，正於紐約一個大宅軟禁。一旦罪成，可能被判監25年。

他預計本月6日再度出庭。 ■《泰晤士報》/路透社/美聯社

「埃及卡恩」涉紐約性侵女工 摸胸親吻「磨爆」

■埃及前亞歷山大港銀行主席
奧馬爾翻版卡恩事件。

■拉加德前日與巴西財長曼特加會面，承
諾繼續推行IMF改革。

■拉加德前日開設競逐IMF總裁的twitter帳戶，
開始在網上拉票。 路透社

拉加德再爆濫權

默克爾訪印 伊朗一度封領空
美國一輛載 58

人的旅遊巴昨日駛
往 紐 約 唐 人 街 途
中，懷疑司機因疲
勞駕駛，巴士在弗

吉尼亞州際公路上偏離行車線，撞向路堤並
翻滾，車輪朝天，警方到場後證實4人遇
難，52人受傷，需分別送往附近11家醫院急
救，部分人危殆；巴士司機據稱只受輕傷，
正協助調查。截至本報截稿時間，未有華人

傷亡消息。事發後部分行車線封鎖，導致當
地早上繁忙時間出現數小時擠塞，車龍長達
16公里。

出事的Sky Express旅巴前晚10時半，從
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伯勒出發，沿95號州
際公路行駛，前往紐約唐人街，到昨晨約5
時駛至加羅林縣時出事。車身嚴重損毀，
乘客行李散落在公路上，數十名消防員到
場清理。 ■《紐約時報》/《紐約郵報》/

《每日郵報》/法新社

往紐約唐人街旅巴翻車 4死數十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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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兼反貪腐運動人物庫恩要求檢察官調
查拉加德。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