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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總統弟遇刺亡 或阻美撤軍
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同父異母弟弟、
南部坎大哈省議會議長瓦利（左圖）昨
日在寓所遇刺，身中多槍死亡，當局調
查相信兇手是瓦利一名親信，塔利班則
聲稱策劃這次「暗殺」。分析指，瓦利
的死會造成阿富汗南部權力真空，可能
影響美軍撤出阿富汗計劃。
坎大哈省是塔利班根據地，亦是美
軍打擊恐怖分子的主要戰場。報道
指，年約50歲的瓦利原本流亡美國，美
軍入侵行動推翻塔利班後，瓦利重回
南部，憑藉龐大財力及家族背景，成

為南部權力最大的政客，協助兄長提
升在南部影響力；瓦利亦被指貪污和
涉足毒品交易。
卡爾扎伊昨日表示，希望這種每一個
阿富汗家庭都要面對的悲劇，終有一天
可以結束。針對瓦利的暗殺行動不只一
次，2009年5月他的車隊遭火箭炮和機
關槍伏擊，一名保鑣被殺，他沒受傷；
2008年11月，4名塔利班分子向坎大哈
省議會大樓發動自殺式襲擊，炸死13
人，他在襲擊幾分鐘前離開。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

美國及法國駐敘利
亞大使館前日遭親總
統巴沙爾（見圖）支
持者破壞，美國國務
卿希拉里隨後表示，
巴沙爾政府已失去合
法性，並聲稱美國政
策目標將是敘利亞民主轉型。敘利亞外交部
昨日強烈譴責希拉里言論，批評美方赤裸裸
地干涉敘利亞內部事務，是旨在加深當地內
部危機的煽動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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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法國外長朱佩昨日證實正與利比亞
法 政府接觸，並聲稱對方派出特使到土耳其、
性 美國及巴黎，轉達利比亞領袖卡扎菲「準備
下台」的消息。
■法新社/美聯社

梅鐸兩報竊白高敦私隱
緊盯逾10年 非法套取其子病歷
英國《世界新聞報》因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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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風暴停刊，醜聞仍一浪接
一浪，據報英國前首相白高
敦也是受害人之一。同屬傳
媒大亨梅鐸旗下的英國《太
陽報》及《星期日泰晤士報》
非法獲取白高敦銀行帳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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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甚至其兒子的病歷報告
也被竊取。醜聞纏身的梅鐸
前日宣布，擱置100億英鎊
(約1,236億港元)收購天空電
視台(BSkyB)的計劃，交易面
臨至少6個月調查。

白迅即報道他患有囊狀纖維症，獨家新聞震驚全

英警查小報 反遭竊聽監控
耶茨譴責新聞國際不合作，調查期間沒向警方提供
英國《世界新聞報》據報曾竊聽蘇格蘭場警方的調
查人員資料，令人質疑警員是否擔心秘密被該報披 全部資料。他聲稱，「99%肯定」自己的電話在2005
露，因此怯於調查竊聽案。蘇格蘭場昨發表聲明，指 年至2006年間遭入侵，但否認因懼怕私生活被報章
控梅鐸旗下的新聞國際洩露調查員的機密資料，令調 「爆料」而影響調查。
查無疾而終，當局並擬就醜聞處理失當向公眾致歉。

手機被黑 私生活隨時曝光
《紐約時報》報道，2006年蘇格蘭場就《世界新聞
報》竊聽事件展開初步調查時，5名資深警方調查員
的手機也淪為竊聽目標。其中兩人曾被其他媒體踢爆
負面私生活，令人質疑當初是否有人擔心自己不為人
知的秘密曝光，因此不敢繼續調查。
英國國會正探究為何2006年警方決定嚴格限制竊聽
案偵辦範圍。當時初步調查負責人海曼、助理警務處
長耶茨和另外數名資深警官，將於今天在國會民政事
務委員會聽證會上接受質詢。

女王保鑣收錢洩密

英國《世界新聞報》竊聽醜聞的受害人越來越多，
英國傳媒報道，該報曾收買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保
鑣及警員，以取得王室詳細資料。據悉，王儲查爾斯
及其妻子卡米拉等王室成員或曾遭電話竊聽。一名王
室保護人員要求記者交出1,000英鎊(約1.23萬港元)購
買「綠皮書」
，內裡收錄英女王及其夫婿菲臘親王、
其他王室成員及王室家務員的聯絡資料。
《世界新聞報》上周日出版最後一期，遭民眾搶購
一空，總銷量達380萬份，較上一期多110萬份。
■美聯社/路透社

高敦兒子弗雷澤於2006年出生後，英國《太陽報》 大的政治壓力。
首相府昨日表
國，據稱是英國《太陽報》竊取其兒子病歷報告。弗雷 示，執政保守黨
澤出生後不久，新聞國際行政總裁布魯克斯曾致電白高 及自民黨將支持
敦，向對方表示已得知弗雷澤罹患重病，更堅稱消息由 在野工黨動議，
要求梅鐸放棄收
「合法渠道」取得。
購。
侵核數師電腦 盜財政資料
英國國會文
白高敦及妻子薩拉當時悲憤交集，認為布魯克斯毀了 化、媒體及體育
他們一家，但一直不明白英國《太陽報》從何得到消 委員會決定傳召
息。白高敦發言人前日表示，白高敦對有人以犯罪及不 梅鐸、其子詹姆
道德手法盜取其家人的私人資料，感到非常震驚。首相 斯及布魯克斯，
卡梅倫昨日表示同情，指為「另一嚴重侵犯私隱」事 要求他們下周二
件。
就竊聽風暴作
《衛報》更表示，白高敦已被「盯上」逾10年，聲稱 證。分析認為，
《星期日泰晤士報》以欺詐手段，入侵其阿比國民銀行 若醜聞蔓延至其
■倫敦街頭貼 藝術家諷刺梅鐸的
帳戶資料及法律文件，並入侵白高敦核數師的電腦，取 他報章，新聞集
畫作。
路透社
得其財政資料。蘇格蘭場聯絡白高敦伉儷，通知在《世 團可能會索性放
界新聞報》調查案證據中找到兩人的詳細資料。
售新聞國際「止血」
。
天空電視台收購計劃無期，新聞集團在紐約股價前日
國會促棄購「天空」 唐寧街支持
收市跌7.58%，4個交易日以來市值累積蒸發70億美元(約
梅鐸擱置收購天空電視台，文化大臣侯俊偉將收購交 545.7億港元)，集團昨日宣布於未來一年內回購總值50億
易交競爭委員會調查，調查耗時最少6個月。分析認為 美元(約389.8億港元)的普通股，試圖穩住投資者信心。
梅鐸此舉目的是避免其好友、首相卡梅倫面對下議院強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每日鏡報》/《每日郵報》

李光耀︰領袖天生無須教

新加坡前內閣資政李光耀表示，領導者
特質是天生的，不相信可透過教導產生，
如果注定是有才能的人，長大就會成為能
者。
李光耀前晚出席「慧眼中國環球論壇」
，
現場嘉賓提問如何培養領導能力。李光耀
說︰「人在娘胎時，有7成便已注定，若你
注定是個有才能的人，長大後就會成為能
者；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因為你不能選
擇父母。」他接 又表示，不相信美國書
中所說，領導者是可以被教出來的看法。李
光耀認為，可以教導一個人成為一名管理
■李光耀（右）出席「慧眼中國」 者，但不是成為領導者，因領導者須有額外
環球論壇。
新華社 的衝勁、智慧、氣魄、韌性及克服困難的意

志力。他舉自己為例，「我7成是天生的，
另外2至3成是學習來的」
。

看好中國GDP 20年超美
李光耀也提出對中國未來10年發展的看
法。他看好中國10年內就能趕上美國的國
內生產總值(GDP)水平，20年內甚至可以超
越，但中國的人均GDP還是低，因為中國
太大了，每個問題都要放大13億倍，這是
中國面臨的挑戰。李光耀認為，未來中國
經濟會連繫東北亞及東南亞，這個13億人
口市場實在很大，讓人很難忽視，因此
日、韓及東盟國家都會更多利用這個市
場。
■中央社

美假借打疫苗 圖取拉登DNA

卡恩延至下月出庭

美國成功獵殺「基地」組織領袖拉登，但原來當初調查拉登
下落另有內幕。《紐約時報》指，突襲拉登前，美國中央情報
局(CIA)在巴基斯坦安排了一次假的疫苗接種活動，試圖收集拉
登大宅內成員的脫氧核糖核酸(DNA)樣本，以確定該處是否拉登
藏身之所。
中情局追蹤一名拉登「信差」
，在北部城市阿伯塔巴德發現一
座大宅，懷疑是拉登藏身之地。為了查證真偽，當局招攬一名
當地醫生安排疫苗接種活動，收集大宅住戶DNA樣本，跟手上
拉登姐姐的DNA比對。據稱醫生曾獲准進入大宅，可惜未能見
到拉登和收集DNA。
報道指，該醫生在拉登被殺後，因涉嫌協助美國遭巴國三軍
情報局拘捕。美國質疑巴基斯坦當局是否庇護拉登，令美巴關
係緊張。白宮幕僚長日前證實，華府決定擱置對巴國的8億美元
(約62億港元)軍事援助。
■法新社/美聯社/《紐約時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總裁斯特勞斯－卡恩涉嫌強
姦一案，辯護律師和紐約檢察當局同意將原定於7月18日
的出庭時間，推遲至8月1日，讓控辯雙方進一步調查原告
酒店女工供詞的可信性。辯方表示，希望調查最終能讓控
方解除起訴。
曼哈頓區地方檢察官辦公室表示，案件仍在進一步調查
中，目前尚未作出任何決定。分析指，今次雙方同意押後
出庭時間，無疑會讓外界更加質疑案件發展方向。
法國女作家巴農上周入稟控告卡恩2003年企圖強姦她，
她日前接受法國警方問話，當局稍後將根據其供詞，決定
是否落案起訴卡恩。外界本來以為卡恩一旦獲美國當局撤
銷起訴，將可盡快返回法國接受所屬社會黨提名，參加明
年總統大選，但新指控可能會令其極速重返政壇的希望幻
滅。
■法新社/美聯社

日降今年增長預測
日本央行昨日舉行貨幣政策會議後，
宣布把2011年度實際經濟增長預期由之
前的0.6%，下調至0.4%，反映出東日本
大地震後，工業生產下滑情況超出此前
預測。為促使日本經濟走出通縮，央行
決定維持零利率政策。
日本央行表示，當前生產下滑只是暫
時性，隨 零件供應鏈恢復，生產正漸
漸回升，一度低迷的個人消費也正在復
甦。央行連續兩個月上調目前國內經濟
總體形勢評估，將其從6月的「生產層
面下行壓力仍在持續，但已顯現好轉動
向」，上調為「在震災導致供應限制趨
於緩和的形勢下，經濟正恢復」
。
央行預測秋季以後，日本經濟將緩慢
復甦，生產和出口將趨強勁。 ■共同社

英推銀行改革
渣打憂反效果
英國銀行獨立委員(ICB)擬推出方案，限
制銀行分開零售及投資的資本儲備，令其
零售儲蓄存款免受銀行高風險投資活動影
響。然而渣打銀行昨日表示，計劃未必有
效，更可能帶來反效果，限制銀行借貸能
力，損害英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佔集團總利潤8成
的渣打表示，方案對其影響不大，但擔心
方案未能穩定英國金融市場，更可能增加
額外經濟開支。英國其他銀行亦憂慮方案
會增加開支，但危機來臨時卻未能提供保
障。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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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遇難者舉殯，家屬悲慟不
已。
法新社
俄羅斯伏爾加河周一發生的嚴重沉
船事故，造成129人死亡，俄羅斯昨
舉行全國哀悼日活動。中國國家主席
胡錦濤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分別致
電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及總理普京慰
問，向遇難者表示深切哀悼。俄國官
員指出，觀光船嚴重超載、引擎故障
可能是意外成因。梅德韋傑夫已下令
檢查國內所有交通基建設施的安全，
並查明今次海難原因和追究責任。
俄羅斯政府將昨日定為全國哀悼
日，各地紛紛舉行活動悼念沉船遇難
者。電視、廣播、文化機構的娛樂節
目均被取消播出。喀山市主要河岸放
滿鮮花和蠟燭，劫後餘生的生還者和
親人互相安慰。

見死不救 兩船長候懲
梅德韋傑夫委任運輸部長列維京擔
任調查委員會主席，列維京稱，當局
將收緊對水上交通的管理，完成調查
前，會禁止與肇事「保加利亞」號同
型號的3艘船在國內航行。他補充，
出事後有兩艘船經過卻見死不救，當
局會嚴懲該兩名船長。
■法新社/
美聯社/新華社/《華爾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