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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高級酒店遇襲 紐約加強戒備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洲際酒店前晚遭塔利班武裝分子襲
擊，在北約直升機支援下，阿富汗安全部隊與襲擊者激
戰，造成至少12名平民及警員被殺，9名武裝分子全部身
亡。據報酒店住客多為西方國家商務旅客及當地官員，事
發時約有60至70人在酒店內。襲擊發生後，美國紐約市警
方隨即加強市內酒店的反恐措施，稱這是警方對於海外襲
擊事件的一貫反應。

■北約出動直升機，攻擊頂樓的武
裝分子，酒店火光熊熊。 法新社

1西班牙籍機師喪命
這次襲擊的死者包括多名酒店員工、警察及一名地方法
官，以及一名西班牙籍的土耳其航空機師，另有21人受傷。
事件顯示阿富汗安全威脅仍然嚴峻，難免令外界更質疑美國
總統奧巴馬的阿富汗撤軍計劃是否過於急進。目擊者稱，當
地時間前晚約10時，多名武裝分子突破嚴密防線闖入洲際酒
店，其中一人在酒店2樓引爆身上炸彈，其他同黨則從頂層
向副總統官邸方向發射火箭炮，其間槍聲不絕。不久後，酒

店傳出3次爆炸聲，相信是武裝分子引爆身上炸彈。
凌晨3時左右，北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出動直升機，擊斃3
名佔據頂層的武裝分子，隨後當地安全部隊肅清頂樓，並在
酒店內展開搜索，安排送走傷員。數小時後，一名受傷武裝
分子在匿藏的房間內，引爆炸彈自殺身亡，襲擊終告結束。
阿富汗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聲稱對襲擊負責。官員透
露，事發時幾名省長等地方政要住在酒店內，準備召開省
長會議，相信他們可能是襲擊目標。

研究︰美戰爭燒錢34萬億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周公布撤走駐阿富汗美軍時間表，撤
軍主要理由之一是戰爭令庫房消耗1萬億美元(約7.8萬億港
元)。然而，美國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院前日發表「戰爭
的代價」研究報告顯示，這數字大大低估了在阿富汗、伊
拉克和巴基斯坦的戰爭總開支，實際開支估計高達4.4萬億
美元(約34萬億港元)。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新華社

拉加德勝選 籲各方團結救希臘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日宣布，法國財長
拉加德下周將接替因涉嫌性侵下台的斯特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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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會最後以達成共識、
而不是正式投票的做法作出選擇。拉加德任期5年，自
下月5日開始。不過，拉加德涉及2008年一宗濫權案，
法國最高法院延至下月8日裁決，有IMF董事會消息稱，
IMF或待案件塵埃落定才與拉加德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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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致力促進世界增長
拉加德發表聲明稱，她將繼續推動IMF在世界經濟和
金融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努力促進世界經濟強勁持續
穩定增長。拉加德對董事會的信任感到榮幸，並感謝成
員國支持。
拉加德臨危受命，正值IMF內外都面臨巨大挑戰。拉
加德當選後接受法國TF1電視台採訪，率先評論希臘債

務危機。她說，所有債權人都應救助希臘，但希臘人首
先要為自己的命運擔負起責任，各方需擱置政治分歧，
保持民族團結。
拉加德在競選前訪問巴西、中國和中東地區國家時承
諾，若當選將致力於提高新興經濟體在IMF的話語權，
並讓其代表承擔更多高層管理工作。IMF前首席經濟學
家約翰遜猜測，拉加德將新增一個執行副總裁職位，並
可能考慮由中國人任職。

專家：須堅持獨立身份
卡恩捲入性侵案令IMF士氣大挫，拉加德表示，其首
要工作是團結旗下2,500名員工和800多名經濟學家，恢
復大家的信心。她又希望與卡恩長談，學習前任對IMF
的看法和夢想。作為首位女總裁，拉加德亦談到組織的
文化轉變。「我被24位男士提問了3小時，當時我心
想，這種情況有點改變真好。」
全球最大債券基金Pimco行政總裁埃里安發表網誌
稱，拉加德須證明IMF援助歐洲財困國家並無政治動
機，亦要有心理準備IMF未來數年或面對巨額虧損，包
括來自希臘的300億歐元(約3,360億港元)貸款。
希臘債務危機迎來關鍵節點，歐洲正進行「歐元保衛
戰」
，拉加德的「歐洲身份」使她的獨立性受到質疑。美
國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普拉薩德說：「她必須堅持獨
立於歐洲的立場，採取更寬泛的視角⋯⋯。」對拉加德
而言，如何既「摘掉標籤」
，同時又能果斷而不避嫌，需
要很好拿捏。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曼谷郵報》報道，是次選舉買票問題比
過去幾次更嚴重，而且分成3階段，第1階段
是用錢提高政黨人氣，平均每人給300泰銖(約
76港元)；第2階段是競選活動期間，每人200
泰銖(約50港元)；選前衝刺時，已漲至平均每
人1,200泰株(約303港元)。某些小政黨候選人
出手更特別「豪爽」
，試圖從大政黨手中搶選
票。
選舉委員會本來有責任確保選舉公平透
明，但由於委員擔心政黨獲勝後翻舊帳，怪
責他們作出阻撓，因此委員會傾向視若無
睹，不會主動要求政黨及候選人守規矩。

軍方干政 恐嚇反對派
■泰國總理阿披實在曼谷，為執政民主黨拉
票。
路透社
泰國大選本周日舉行，由於選情激烈，造
成全國買票問題越趨嚴重，而且越接近選
舉，「票價」越高，中央地區的買票價格甚
至升至每名選民1,500泰銖(約380港元)。有候
選人慨嘆在泰國「有錢是萬能」；亦有前官
員形容，今次將是泰國史上「最骯髒的選
舉」
。

除了買票，軍方干政亦是泰國選舉的一大
問題。泰國東北部4名士兵涉嫌恐嚇反對派為
泰黨支持者，要求他們勿插手政治，昨日遭
警方拘捕。
泰國人妖多，代表她們的「變性人協會」
投訴指，由於身份證上照片與她們現時樣貌
不同，又或是明明照片上是女性樣貌，名字
欄卻寫上「先生」
，這容易讓票站職員誤會，
令她們無法投票。
■法新社/路透社

裁，延續了歐洲人擔任總裁的慣例。拉加德當
選後首次公開談論歐債危機，她呼籲希臘實現
「民族團結」
，讓國會通過緊縮計劃，為歐盟和
IMF出台第2輪救助計劃鋪路。曾任IMF董事的
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隆巴爾迪稱，拉加
德或會任命IMF總裁特別顧問朱民出任其中一
個副手職位。

同一方法 同一結果

新總裁挑戰重重
●希臘：IMF的信譽繫於希臘能否得救，首輪
●希臘：IMF的信譽繫於希臘能否得救，首輪
300億歐元的援助計劃未竟全功，一向主張救援
300億歐元的援助計劃未竟全功，一向主張救援
的拉加德需保持中立，應對歐洲問題。
的拉加德需保持中立，應對歐洲問題。
●首個風險「溢出報告」：IMF將於下月公布報
●首個風險「溢出報告」：IMF將於下月公布報
告，分析美、中、日、英和歐元區等大型經濟體
告，分析美、中、日、英和歐元區等大型經濟體
的經濟失衡和高風險政策，對全球經濟體系造成
的經濟失衡和高風險政策，對全球經濟體系造成
的危機。
的危機。
●埃及：埃及憂慮IMF的改革條款，拒絕接受30
●埃及：埃及憂慮IMF的改革條款，拒絕接受30
億美元(約233億港元)的1年貸款方案，但各方認
億美元(約233億港元)的1年貸款方案，但各方認
為埃及經濟迫切需要援助。
為埃及經濟迫切需要援助。

印象深刻的領導才能和專業水準。他稱，中方希望拉加
印象深刻的領導才能和專業水準。他稱，中方希望拉加
德女士繼續推進IMF改革，帶領IMF在全球經濟金融穩
德女士繼續推進IMF改革，帶領IMF在全球經濟金融穩
定上發揮積極作用，增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IMF
定上發揮積極作用，增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IMF
治理結構中的代表性。
治理結構中的代表性。
■中新社
■中新社

泰「最骯髒」大選
380元買張票

－卡恩，成為IMF自1944年成立以來首位女總

儘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承諾提高透明度，但總裁職位最
終還是第11次由歐洲人出任，更創下5次由法國人出任的紀
錄。法新社以「同一方法、同一結果」為題發表評論文章，指
美歐分別出掌世界銀行和IMF的「君子協定」始終沒改變。
當年亞洲金融風暴，IMF以發達國家的思維強迫發展中國家改
革，引起亞洲國家不滿，多年來一直期待改革。斯特勞斯－卡
恩在2007年當選IMF總裁時，歐元集團主席容克預測這是最後一
次由歐洲人出任此職，但結果預言落空。有IMF前經濟學家批評
遴選過程受不正當手段操縱，樂施會更形容IMF總裁並非由董事
局或華府決定，而是在「巴黎的會客室」裡決定。
新興經濟體中，雖然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滕斯積極參選，但
早被視為陪跑分子，卡斯滕斯感嘆：「我覺得還有更多事情要
做，去說服歐洲這(職位)不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有學者
則歸咎於發展中國家未能形成一股力量，共推候選人挑戰歐
洲；即使可以，也難以打破歐美日佔逾半投票權的局面。
■秦麗萍

中國歡迎拉加德當選
中國歡迎拉加德當選

中國人民銀行新聞發言人昨日表示，歡迎拉加德當選
中國人民銀行新聞發言人昨日表示，歡迎拉加德當選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並呼籲在IMF治理結構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並呼籲在IMF治理結構中
增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
增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
發言人指出，此次總裁選舉遵循公開、透明、擇優的
發言人指出，此次總裁選舉遵循公開、透明、擇優的
原則，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滕斯在競選中也表現出令人
原則，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滕斯在競選中也表現出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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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爾洲際酒店遇襲期
間，一名來自美國的博士
生一直躲在房間的角落
中，聽 房外不斷傳出槍
聲，感受地面傳來的爆炸
震動。在安全部隊與武裝
分子駁火的幾個小時內，
他感受死神迫近的壓力，
更不期然拿筆寫下遺書以
防萬一。幸好事件最終平
息，他並無受傷。
研究阿富汗法律歷史的
艾哈邁德當時住在酒店4
樓，他表示，起初以為酒
店停電只是工程進行關
係，但不久開始聽到叫喊
聲及槍聲。接下來4小時
內，他每隔45分鐘左右便聽
到一起爆炸聲，最少有6至7
下，估計有人引爆身上炸
彈。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國際金融體系：IMF今年需檢討和加強監視全
●國際金融體系：IMF今年需檢討和加強監視全
球經濟風險，歐美對中國人民幣值和貿易盈餘窮
球經濟風險，歐美對中國人民幣值和貿易盈餘窮
追猛打，新總裁或會與中國交鋒。
追猛打，新總裁或會與中國交鋒。
■法新社
■法新社

■歐債危機烏雲密佈，拉加
德甫上任就要面對重重挑
戰。
法新社

韓推「流動港口」 革新航運業

安迪華荷毛澤東像8700萬成交
美國普普藝術大師安迪華荷
其中一幅毛澤東肖像畫，前日
在倫敦佳士得拍賣會上，以700
萬英鎊(約8,724萬港元)成交，
價錢符合預期。安迪華荷生前
畫過10幅毛澤東肖像畫，其中1
幅由香港富商劉鑾雄於2006年
以1,740萬美元(約1.35億港元)
投得，今次拍賣的則是另一
幅。
■法新社/路透社

韓國科學技術院(KAIST)昨日在釜山港離岸500米
處，示範其嶄新發明「流動港口」(見圖)，可讓大型貨
船在公海卸貨，避免因港口擠迫而造成延誤，也省卻
擴建港口的需要，或會徹底改變航運業的面貌。據
報，巴西、印尼、中東和非洲國家也深感興趣，美國
海軍下周也將觀看第2場示範會。「流動港口」由大型
駁船及吊臂組成，長45米，闊15米，由於食水淺，無
須在正規碼頭卸貨，也可讓貨輪更接近運貨目的地，
減少陸路運輸的成本和污染。
■法新社

金正日取消訪俄惹揣測
日本共同社引述俄羅斯政府消息人士報道，朝鮮最
高領導人金正日原定今日訪問俄羅斯遠東的計劃已取
消，朝方表示原因是金正日健康狀況不佳。然而韓國
傳媒引述消息說，雙方可能在最後協調期間，未能就
峰會議題達成一致意見。
■法新社/路透社

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圖右)在古巴首都
哈瓦那，進行手術後康復休養，他前日在
古巴國家電視台露面，闢除有關他病危的傳言。古巴電視台播放查
韋斯的幾張照片，以及他與古巴革命領導人卡斯特羅(圖左)會晤的
一小段錄影片段，顯示查韋斯面帶微笑。
■法新社/美聯社

查韋斯露面闢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