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根廷著名
民謠歌手卡夫
拉爾(見圖)前
日在危地馬拉
結束兩場演唱
會後，乘車前
往機場，途中
被多名槍手襲
擊 ， 中 槍 身
亡 ， 終 年 7 4
歲，暫未知兇
徒犯案動機。
卡夫拉爾紅遍
拉丁美洲，歌

迷將他和約翰連儂相提並論。
事發時槍手車隊三面包抄，正面擋 去路，左

右車子開火。卡夫拉爾車子被人連開18槍，他身
中多槍死亡，司機受傷。後隨保鏢的車子亦有25

個彈孔，車中無人受傷。其後4名保鏢向槍手開
槍，嘗試追捕槍手不果。

危地馬拉全國哀悼3天
危地馬拉當局表示，槍手目標應是演唱會承辦

人，亦即受傷司機，行動經精心策劃。當局及後
在高速公路旁找到一輛懷疑是槍手使用的車子，
車上找到防彈背心、手槍和一個子彈夾。

卡夫拉爾生於阿根廷一個貧窮家庭，小時目不
識丁，及後於少年感化院上學，學會彈結他後開
始音樂生涯。他的創作將政見和具文學性的歌詞
融為一體，宣揚愛與和平，70年代憑歌曲《我不
來自這也不來自那》一炮而紅。

危地馬拉總統宣佈，全國哀悼3天。1992年諾
貝爾和平獎得主門楚和民眾到現場致祭，多名政
要包括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的總統哀
悼事件。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企業增成本轉嫁民眾 6成選民反對

澳徵碳排放稅變政治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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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版連儂 身中多槍亡

命懸一票 計劃隨時泡湯

今年3月東日本大地震的部分災區，昨日上午再發生黎克特制7.3級強烈
地震，震動超過1分鐘，岩手、宮城、福島三縣震度為4級，日本氣象廳
一度發出海嘯警報。地震波及範圍涵蓋半個日本，首都東京也有明顯震
感，暫未有傷亡報告。福島第一核電站緊急疏散員工，但沒有進一步受
損跡象。

涵蓋半個日本 發海嘯警報
昨日上午9時57分，岩手縣三陸地區近海發生地震，震源深30公里，與

東日本大地震處於同一震源。氣象廳向岩手、宮城、福島三縣的沿海地
區發出海嘯預警，預測海嘯高度為50厘米，並要求沿海地區居民離開海
邊避難。岩手縣大船渡和福島縣的相馬分別觀測到10厘米的海嘯，地震
並未引發大規模海嘯。氣象廳於昨日上午11時45分解除海嘯警報。

當局舉行記者會，發言人稱這次地震波及範圍十分廣泛，由北海道至
大阪、京都的關西地區，涵蓋半個日本。 ■美聯社/法新社

日東7.3級地震 東京震感明顯

英國倫敦的麗池酒店歷史悠久，
設置在酒店正門的旋轉門(見圖)更
是其一大特色，67年來有無數達官
貴人走過，經歷二戰戰火洗禮仍屹
立不倒，最終因示威暴徒一次衝
擊，保安程度不足而被逼拆除，換
上傳統的拉門和金屬捲閘。

保安脆弱 易受暴徒衝擊
現時麗池酒店的旋轉門古典有餘，保安卻非常脆弱，很易被人撬開。

酒店方面打算向英國威斯敏斯特議會申請更換大門，理由是「極端暴力
攻擊引致有需要提升保安」，指出「基於這種特殊情況，酒店需採取合理
措施保護歷史建築及客人的人身安全」。

今年3月，工會發動示威抗議政府削支，大批反資本主義的蒙面暴徒趁
機滋事，聚集在倫敦市中心的皮卡迪利發動暴亂，不斷以漆油和煙霧彈
攻擊麗池酒店，原因相信是酒店老闆逃稅。在騷亂中，酒店地下窗戶被
打碎，暴徒在牆上塗上「肥貓」字眼，又將漆油彈從窗口擲入酒店地
下。酒店需疏散約50名客人，著名的下午茶亦要取消。

麗池酒店於1906年開業，至今有逾百年歷史。二戰時期，英國首相邱
吉爾、法國戴高樂將軍、盟軍最高指揮官艾森豪威爾曾在酒店舉行高峰
會。而酒店最有名的是棕櫚廳(Palm Court)，裝潢復古豪華，下午茶名人
常客多不勝數，包括英女王、王太后、一代笑匠差利卓別靈、美國女星
朱迪嘉蘭、英國劇作家兼作曲家科沃德爵士和英國作家伊夫林．沃。

■《星期日郵報》

倫敦地標酒店 拆67年歷史旋轉門

意大利資產上周五遭大幅拋售，歐盟主席范龍佩定
於今日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歐元區債務危機，以免危
機蔓延至歐元區第3大經濟體意大利。

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將與歐元集團主席容克、歐盟
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及歐盟經濟事務專員雷恩均有出席
會議，眾人亦會商討對希臘提供第2輪金融援助。

憂慮周五公布歐洲銀行壓力測試結果，意大利最大
銀行Unicredit Spa的股份上周五遭大幅拋售，重挫
7.9%。意大利主權債務沉重，經濟疲弱。意大利10年
期國債孳息率上周五升至5.28厘，銀行相信若升至5.5
至5.7厘，意大利財政將承受沉重壓力。 ■路透社

歐盟今緊急會議
防意國爆債危機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仍未能就提高債務
上限達成協議，總統奧巴馬昨日與兩黨領
導人在白宮會面，冀化解違約危機。財長
蓋特納表明美國「不會違約」，警告共和
黨除達成預算協議外「沒其它選擇」。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新任總裁拉加德
亦警告美債違約後果非常嚴重，會危及全
球經濟，敦促兩黨盡快達成共識。

蓋特納昨日表示，違約是災難性的，他
強調竭力走出經濟衰退的美國，負擔不起
失去借貸能力及被下調債務評級，兩黨深

明此理，不會容許違約發生。他又表示
「總統立場堅定」，但若共和黨同意稅項改
革，奧巴馬已準備讓步，削減醫療保健項
目Medicare和Medicaid。

拉加德：可重創全球股市
拉加德昨日警告，指美債一旦違約，不

僅危及美國經濟穩定，更影響全球整體穩
定，與IMF任務背道而馳。她又表示，屆
時息率飆升，股市受重創，後果不堪設
想。

民主、共和兩黨前日談判再度不歡而
散，共和黨籍眾議院議長博納表示，共和
黨堅決反對加稅，將放棄與白宮商討4萬
億美元（約31.13萬億港元）減赤協議，改
為尋求削減2萬億美元（約15.57萬億港元）
赤字的協議。

奧巴馬表示兩黨分歧嚴重，短期內不太
可能達成共識。白宮總參謀長戴利昨日表
示，奧巴馬仍希望達成約4萬億美元的減
赤協議，也不會「退出」激烈的政治鬥
爭。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出事前的「保加利亞」號遊艇。
法新社

■俄羅斯出動救援隊，在
水面搜索生還者。 法新社

■悉尼民眾舉標語上街，反對徵收碳排放稅。 法新社

■吉拉德上電視發表全國演講，宣佈徵收碳
排放稅計劃。 法新社

■反對黨黨魁阿博特批評徵
碳排稅計劃。 法新社

俄羅斯緊急情況部稱，
一艘載有173人的遊艇昨日
在伏爾加河沉沒，至少1人
死亡，111人失蹤。

離岸3公里位置
該雙層遊艇名為「保加

利亞」，載有140名乘客和
33名船員，當時正前往俄
羅斯聯邦韃靼斯坦共和國
首府喀山，於當地時間下
午1時58分，在離岸3公里
位置沉沒。事發時有船隻
經過，救起部分人。當局
已派出直升機搜救失蹤
者。

客輪屬於當地旅行社，
公司網站表示，這艘捷克
製造的客輪，載客上限為
140人，暫時未知沉沒原
因。 ■路透社/美聯社

主要以煤發電的澳洲，是全球溫室氣體
排放量最高的國家之一，吉拉德表

示，計劃將於2020年減少1.59億噸碳排放
量，冀大企業會尋求另類清潔能源，減低污
染。現時歐盟外只有新西蘭實施徵碳排稅，
澳洲的徵碳排稅計劃將是歐盟以外最大規
模。

或無助環保 增加失業率
碳排放稅計劃將於明年7月1日正式實施3

年，並於2015年起以排放權交易制度取代。
由於企業生產成本增加，澳洲民眾連帶受影
響，每戶每周平均須多付9.9澳元(約82.9港
元)。民調顯示60%選民反對徵稅，為息民
怨，政府將推出一系列措施減低民眾負擔，
包括對中低收入家庭減稅、增加退休金及福
利津貼。政府表示，每戶一周平均獲10.1澳元
(約84.6港元)援助。

澳洲暫時不對汽油及農業徵稅，並會撥款
92億澳元(約770.3億港元)資助嚴重排污工業免
於倒閉，同時協助關閉老化、骯髒的發電
廠；鋼鐵製造業可獲94.5%免費碳排放許可，
中等排放量的出口企業亦會獲66%免費排放
許可，還會撥100億澳元(約837.3億港元)資助
風力、太陽能等發電設施，發展更清潔的再
生能源。

反對黨黨魁阿博特強烈反對開徵碳排稅，
表示會加重民眾負擔，對環境毫無幫助，更
可能讓不少企業陷入困境，增加失業率。

礦物委員會：損害本國利益
澳洲礦物委員會行政總裁胡克炮轟計劃，

稱計劃會在2012年至2020年間，令礦業額外
增加250億澳元（約2,093億港元）開支。他表
示國際競爭對手毋須繳付這筆開支，政府拿
他們「開刀」不合情理，並會將出口投資、
職位及全球市場份額拱手給予外國。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澳洲總理吉拉德昨日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澳洲政府將徵

收碳排放稅，向國內500間碳排量最多的公司，每噸徵收23澳元

(約192.6港元)，並以每年2.5%的幅度增加。由於民眾及能源企

業大力反對，政府表明會推出減稅及津貼等措施，減低民眾及企

業負擔。然而因反彈聲音高漲，碳排稅計劃成燙手山芋，部分政

客面對2013年大選，可能不敢逆民意支持計劃。

澳洲政府10多年前已嘗試推行徵收碳排放
稅，昨日終於宣布明年實施，但當中仍有不少
政治風險及後患，計劃隨時泡湯。

提出徵碳排稅的執政工黨僅以1票之微成為多
數黨，只要缺少其中1票，計劃即時告吹，前總
理陸克文便因有關計劃丟官。面對民眾及企業
強烈的反對聲音，只要支持的徵碳排稅3名獨立
議員有人「腳軟」，徵稅計劃將即時遭保守反對
派推翻。

若徵稅計劃順利通過，作為澳洲第2大出口行
業的煤礦業將損失慘重，不排除業界發起反政

府活動。吉拉德去年建議徵收40%採礦收入
稅，煤礦業去年便指此舉會導致大規模失業，
甚至以杯葛投資作脅，成功迫使吉拉德就範。
雖然吉拉德重申這次絕不妥協，但面對礦井關
閉、失業飆升，政府隨時「跪低」，再次撤回計
劃。

政府拒絕詳細說明2014年前的國家碳排放量
限制，為能源業帶來投資風險。政府一日未訂
下每年排放目標，國內碳期貨市場難以成立；
缺乏期貨市場，2015年後交易開始時，碳定價
將只能流於猜測。 ■路透社

婦人疑狗交過敏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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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一名43歲女子與男友飼養的一頭德國牧
羊犬性交後不適，送院急救不久後死亡，相信是
死於敏感，致敏源可能是牧羊犬的精液。

死者育有4名子女，她與57歲男子麥道奈爾
2008年在網上聊天室認識並交往。檢察部門指
出，兩人同意讓女死者與麥道奈爾飼養的德國牧

羊犬發生性關係。同年10月兩人一狗相約見面，
女死者與牧羊犬性交後，同日晚上身體嚴重不
適，被送院急救半小時後死亡。

經醫生診斷，相信女死者死因是嚴重過敏反
應。經院方及警方調查，致敏源相信是牧羊犬的
精液。 ■thejournal.ie 

澳洲碳排放量驚人
■每名澳洲人每年造成約28噸碳排放量，人

均水平是全球發達國家最高之一。這是由於

澳洲依賴煤為國家提供84%電力。

■根據2009年的排放清單，澳洲的淨溫室氣

體 排 放 量 等 於 5 . 3 7 億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CDE），佔全球排放1.5%。

■去年全年的排放量，比前年增加0.5%，原

因是工業活動從2009年金融海嘯復甦過來。

■二氧化碳佔全國75.2%排放量，甲烷佔

19.7%，氧化亞氮佔4.1%。 路透社

■一名婦
人懷疑狗
交過敏，
送往醫院
(右圖)治
療無效死
亡。
網上圖片

■奧巴馬(右)與共和黨籍眾議院
議長博納會面。 美聯社

美兩黨白宮商提債限 IMF警違約後果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