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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買連爆3彈 20死百人傷

伊拉克衛生部和內政部官
員表示，首都巴格達前晚發
生氯氣洩漏事故，至少導致
700人中毒，需入院治療，
目前情況穩定，事故沒造成
死亡。

內政部一名匿名官員透
露，事發巴格達城區東部的
薩德爾區，該區的自來水處
理廠氯氣儲存罐因操作故障
發生爆炸，導致氯氣外洩，
並造成混亂，數百戶居民因
擔心受有害氣體影響而逃離
薩德爾區。

薩德爾區是什葉派阿拉伯
人聚居區，也是什葉派領導
人薩德爾領導的反美武裝組
織「邁赫迪軍」在巴格達的
主要活動區域。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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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昨日透露，關於福島縣南相馬市
農戶出貨的牛肉被檢出放射性銫一事，美國政府已向
日本政府提出抗議。美方官員在東京舉行的福島第一
核電站事故協調會上表達不滿，表示日本政府稱仍在
出貨的食品是安全的，但卻發生了這樣的事，並指出
日本也有美國國民，希望日方切實進行聯絡。

日本則強調將進一步加強信息共享與合作，希望美
方予以理解。政府消息人士承認，「當前要務是消除
形象受損問題，不能否認(在此事中)應對遲緩」。

12都道府縣流通
日本輻射牛肉流入市面的規模擴大，再有銫超標牛

肉在12個都道府縣流通，373公斤已出售。此外，當局
還查明一部分牛肉在兵庫縣姬路市流通。據稱，姬路
市的牛肉是大阪府的批發肉商賣給姬路市肉商，約有
76公斤，現已全部退回給批發商。 ■共同社

牛肉輻射超標 美斥日遲報 美警iPhone辨貌 掀私隱爭議

英國傳媒報道，累積巨額彩金的「歐洲百萬彩」
(Euro millions)前日開彩，結果頭獎一注獨中，獨
得驚人的1.61億英鎊(約20億港元)，打破之前的紀
錄。

據報得獎彩票持有人來自英國，如果是獨自一
人，這次的中獎者將成為「歐洲百萬彩」有史以
來贏錢最多的人。這名身份神秘的中獎者贏得獎
金後，將迅速躋身百萬或億萬富翁行列，並在英
國富豪榜上排到418位，所獲獎金接近著名球星
碧咸和妻子維多利亞坐擁的1.65億英鎊(約20.5億
港元)身家。這位幸運兒命中彩票上前五個主要數
字(17、19、38、42、45)，以及最後兩個「幸運星」
數字(9、10)，贏得豐厚獎金。還有兩位英中獎者
猜中彩票前五位數字和一個「幸運星」數字，贏
得170萬英鎊(約2,112萬港元)獎金。 ■中新網

印度金融首都孟買鬧市昨日傍晚發生連環炸彈爆炸，

造成至少20人死亡、最少100人受傷，當局指事件是恐

怖襲擊，亦是孟買自從2008年發生166人遇害的血腥恐

襲以來最嚴重的恐襲事件。

商業區遇襲 正值繁忙時
警方表示，3宗爆炸於下午6時50分至7時正的短短10

分鐘內相繼發生，其中一宗發生於孟買市中心的達達爾

區，另外兩宗分別於南部的大型黃金批發市場Jhaveri

Bazaar和繁盛商業區Opera House。事發時正值繁忙時

間，街上擠滿下班一族，以致死傷枕藉。由於傷者眾

多，部分傷者要由貨車載往醫院。

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官員表示，3次爆炸都在鬧市發

生，襲擊者目的是造成大量人命傷亡。印度官方譴責今

次襲擊，巴基斯坦也對爆炸造成人命傷亡表示難過。在

2008年11月，10名巴基斯坦伊斯蘭武裝分子幾乎同一時

間突襲孟買多個目標，包括一家5星級酒店，共有166人

被殺。 ■法新社/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英國廣播公司

歐20億頭彩
英幸運兒一注中

歐債危機加深，美國《華爾
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稱，歐
洲部分央行開始擔心有一個甚
至多個國家或會撤出歐元區。
一些大型歐洲銀行紛紛採取防
範措施，收緊對西班牙和意大
利等國的跨境貸款，另一些則
存放更多資金於歐洲央行，或
增加利用信貸違約掉期(CDS)，
對沖持有的主權債務風險。

歐央行存款5個月新高
根據歐洲央行數據，歐洲央

行隔夜存款前日增至905億歐
元(約9,921億港元)，比前一天

的657億歐元(約7,202億港元)大
增，顯示銀行同業短期拆借市
場也充滿戒心。歐洲央行上次
有如此大量存款要追溯至逾5
個月前，當時金額達1,370億歐
元(約1.5萬億港元)。

一旦有國家退出歐元區，在
這個國家擁有龐大業務的銀
行，將承受貨幣急速貶值及其
他市場動盪的風險。倫敦一名
高級銀行家稱，其銀行已收緊
對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貸款，另
一家大型歐洲銀行管理人員也
正考慮類似行動。

■《華爾街日報》

歐銀行收緊意西貸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昨日表示，

希臘需要歐盟提供額外710億歐元(約
7,827億港元)援助，並從私人債權人獲
得330億歐元(約3,638億港元)。歐洲投
資銀行主席邁斯塔特前日表示，歐元
區計劃用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向希
臘貸款，讓該國在二手市場回購早前
發行的國債，藉此減輕債務負擔。

歐擬貸款 回購希債
邁斯塔特指，回購希債方案獲歐洲

央行和歐盟委員會支持，德國財政部
發言人亦承認理論上可行，但德國央
行行長韋德曼對購買希債有顧慮，擔
心「成本高、效益低，可能帶來危險

的副作用」。有歐洲官員指，德國對
遭「迫進牆角」感到憤怒，認為希臘
在9月前沒資金需要，希望先讓各國
財長制定具體方案，才「全速前
進」。

即將接掌歐洲央行的意大利央行行
長德拉吉前日呼籲歐洲領導人解決分
歧，盡快提出具體計劃解決歐債危
機。德拉吉表示，歐元區國家償付能
力不再是必然的事，而是有賴可持續
的高增長，而這不得不保持有序的公
共財政。他說：「我們必須為處理主
權債務危機帶來確定性，清楚釐定政
治目標、工具設計及資源額度。」

■法新社/路透社

科幻電影中的先進科技有望成真，美國麻省等多個州份的執
法人員，最快於9月配備手提面容掃描器，拍攝可疑人士面
容、瞳孔或套取指紋，與有案底人士的資料庫快速配對，以確

定被查者的身份，但有公眾質疑執法人員使用此器材，可能侵
犯民眾私隱和公民自由。

面容辨識裝置附設在iPhone使用，警員最遠可於被查人士5呎
外拍攝其面部，或於6吋外拍攝其瞳
孔，然後立即在資料庫中「搜尋」。

生產商已跟約40個執法機關達成
協議，供應約1,000台裝置，每部售
價約3,000美元(約2.3萬港元)。部分執
法人員相信，新裝置將是重要的滅
罪武器，保障私隱團體卻關注這類
裝置有機會被「誤用」。

有法律學者認為，當局要有搜查
令才能迫使某人張開眼睛接受掃
描。生產商亦呼籲執法人員在有合
理懷疑涉及犯罪活動下，才使用新
裝置。 ■《華爾街日報》

IMF︰希臘需7800億額外援助
意大利朝野迅速達成政治共識，在

愛國情緒充斥和中左反對派支持下，
預料國會明日可通過為期4年、總值
400億歐元(約4,377億港元)的緊縮方
案，經濟部長亦澄清無意辭職。昨日
市場對意大利憂慮紓緩，意10年期國
債孳息率回落13個基點至5.46厘。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日發表
對意大利經濟的年度評估報告，呼籲
該國採取「果斷行動」削減公共財
赤。IMF歡迎意大利計劃在2012年或
以 前 降 低 財 赤 佔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GDP)3%以下，2014年前降至接近
零。

IMF指，意經濟將由出口帶動溫和

增長，但仍受制於本土需求疲弱和開
支減少，預料今年增長1%，低於去
年0.3個百分點。意大利前日成功發
售短債，但今日發售30至50億歐元(約
328至547億港元)的長債才是真正考
驗。高盛前日將意大利多家銀行目標
價平均降低12%，原因是預料資金成
本上升和盈利降低。

西國眾院議決削支3.8%
另一方面，西班牙眾議院昨亦表決

通過，明年預算公共開支削減3.8%，
至不多於1,174億歐元(約1.28萬億港
元)，顯示緊縮財政的決心，方案有
待參議院通過。 ■路透社/法新社

意朝野達共識 緊縮案料過關

英祿涉大選違規 總理夢恐斷
泰國大選在票選結果公布日再生變數，選舉委

員會前晚公布初步的合格議員名單，當選的500名
議員中只有358人合格（佔總數不足3/4）。候任總
理英祿涉嫌違反選舉條例，即將卸任的總理阿披
實亦被指賄選，兩人皆未在確認之列。如果下月
初合格議員仍未達到95%的標準，泰國或要重新
大選。有專家指，若一場「司法政變」令英祿喪
失總理資格，將會激怒「紅衫軍」，延長泰國政局
危機。

炒米粉派街坊遭投訴
選委會經過近10個小時的會議後宣布，比例代

表制的125名議員中，109人符合當選資格，其餘
16人被投訴違反選舉法，暫時無法確認，當中有
13人屬為泰黨，包括英祿及12名「紅衫軍」領導

人。民主黨有3人未獲確認，包括阿披實和總理府
部長翁阿。

泰國選委會專員淑詩昨日表示，對阿披實的投
訴主要集中在競選政策方面，而對英祿的投訴則
主要是違反選舉規則，容許前總理他信、前總理
頌猜及其他遭禁止參政人士參與其競選活動。

英祿被呵叻省選舉委員投訴於5月31日拉票時，
當街炒米粉並分發民眾，選委會已推翻這項指
控，但她仍涉其他指控；阿披實則被指在北欖省
競選活動中，向民眾低價銷售名為「藍旗」的商
品。執政民主黨上周申訴，為泰黨得到他信等遭
禁止參政人士幕後支持，要求解散為泰黨。

鎮壓紅衫軍陸軍總司令料留任
泰國陸軍總司令巴育在大選後首次表示，新政

府沒理由撤換他，估計自己不會失去職位，呼籲
政客不要將軍方拖入政治。巴育是踢走前總理他
信的軍方將領之一，2009至2010年間指揮軍方平
息「紅衫軍」街頭騷亂。■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新華社/中新社/《曼谷郵報》/泰國《民族報》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前日將愛爾蘭政府債券評級由Baa3下調1級至垃圾級Ba1，維持

評級前景負面，意味未來12至18個月或再降級。愛爾蘭成為第3個淪為垃圾級的歐元區國家，但仍高

於葡萄牙1級和希臘6級。穆迪警告，愛爾蘭或需要第2輪援助，要求債券持有人承擔部分損失的可能

性也上升。

面容識別裝置用法    警員使用新儀器，將受查者面容或瞳孔資料，與犯罪資料庫作比對
瞳孔識別
警員手持連接iPhone的裝置，相距疑犯眼睛
幾吋拍照

系統可分析
瞳孔約235個
特徵

在犯罪紀錄
資料庫配對

面容辨識裝置

面容辨識
警員利用手機相機，距離疑犯面部2至5呎拍照

資料來源：
《華爾街日報》研究

利用Animetrics公
司的技術，分析面
部約130點，如眼
和鼻之間的距離

系統翻查犯罪紀錄
資料庫尋找配對

穆迪表示，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愛爾蘭的850
億歐元(約9,310億港元)援助計劃將於2013年底到期，恐

怕愛爾蘭屆時仍難以從市場融資，再度求援機會增加。儘管
穆迪承認愛爾蘭政府在穩定財政、完成減赤目標取得一定成
效，但經濟增長仍疲弱，履行減赤目標的風險依然很大。

恐觸發拋售 債息應聲急升
愛爾蘭10年期國債孳息率應聲急升，從13.074厘跳升至接

近13.86厘，財政部對穆迪降級表示失望，批評它「完全與其
他評級機構近期意見相左」。標普和惠譽均給予愛爾蘭BBB+
級別，標普定為前景穩定，惠譽定為前景負面，但預料短期
內不會降級。

傳歐央行入市干預 市場回氣
不過，穆迪降級或觸發投資者拋售愛爾蘭債券，對其他評

級機構造成壓力。歐盟委員會批評穆迪降級「難以理解」，
而且正值第2季度檢討報告將公布，時機「備受質疑」。

歐債危機仍未解決，歐元持續受壓，但有傳歐洲央行周二
開始購入西班牙和意大利國家債券，增加市場信心。意大利
和西班牙10年期國債收益率日前一路飆升，一度越過6%大
關，但最終回落。市場消息稱，歐洲央行入市干預，購入了
大量意大利和西班牙債券，另有消息指中國人民銀行是買
家。

當天平息市場恐慌情緒的另一個重要消息，是歐洲理事會
常任主席范龍佩宣布，不排除明日就債務危機召開歐元區特
別首腦會議。意大利和西班牙領導人也緊急作出政治表態，
以平息市場恐慌。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呼籲全國團結並作
出犧牲，以削減國債。意國財政部亦成功發行67.5億歐元(約
735億港元)的1年期國債，也讓市場看到一絲希望。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每日電訊報》/新華社

■ 警 方 到
場 調 查 爆
炸原因。

法新社

■電視畫面顯示，爆炸現場火光衝天。 路透社

■穆迪警告，愛爾蘭或需要第2輪援助。圖為露宿者在首都都柏林等候接濟。 資料圖片

■英祿昨日抵達為泰黨總部。 美聯社

■曼谷小販售賣印有英祿的T恤。 美聯社

本 內容：國際新聞 電視表 台灣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