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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餃子王將」社長 公司外遭離奇槍殺
日本著名連鎖餃子店「餃子王將」的社長大東隆行，
昨日清晨在京都的公司總部門外離奇被槍殺，震驚全
國。針對企業的綁架或勒索案件，在日本時有發生，但
企業高層在光天化日下被殺實屬罕見，加上死者平日待
人友善，近期無傳出他或公司遭人恐嚇，令行兇動機成
謎。

每朝親自掃地 身中3槍

■警察在槍殺案現場調查。

網上圖片

■大東隆行自2000年起出任「餃子王將」社長。網上圖片

案發地點是「餃子王將」位於京都市山科區的總部
外，昨日早上 7 時，有職員發現大東仰臥在公司停車
場，身上流血，昏迷不醒，現場留有數個彈殼，銀包沒
被搶走。救護員接報到場時，發現大東胸口和腹部中了
最少3槍，心肺功能停頓，送院後不治。
報道指，大東習慣每朝 5 時半便自己開車上班，然後
親自在公司門口掃地和灑水，懷疑兇手是調查過他的習
慣，趁他下車時施襲，警方估計案發時間約是 5 時 45
分。現場附近是食品工場和住宅區，環境較僻靜。

員工形容大東為人開朗友善，不似會與人結怨，亦未
聽過公司遭恐嚇。大東的朋友表示，數周前曾與對方會
面，當時無感覺他有煩惱或提到遭人威脅。

打造「食的Uniqlo」 大連4分店
72 歲的大東隆行初中畢業後，隨姐夫加藤朝雄經營
生意，1967 年加藤創立「餃子王將」，兩年後大東加
入公司，直至 2000 年出任社長。當時公司雖然每年銷
售額達 390 億日圓(約 29 億港元)，但泡沫經濟爆破導致
負債多達 470 億日圓(約 35 億港元)，大東上任後整頓財
政，大幅削減負債，令公司業績屢創新高，他更揚言要
將王將打造成「食的Uniqlo」。
「餃子王將」在日本約有 680 間分店，是日本最大中
華料理連鎖店之一，近年更進軍海外，在中國大連有 4
家分店。公司昨日宣布常務董事渡邊直人接任社長，股
價則大跌3.54%。
■共同社/日本《產經新聞》/《讀賣新聞》

巴西不信美企 改購瑞典 36 架「獅鷲」

美監控毀波音349億戰機大單

巴西外長阿莫林前日公布，瑞典武器生產商紳寶擊
敗美國波音公司和法國達梭航太，奪得總值 45 億美元
(約 349 億港元)的軍售合約，將於 2020 年前向空軍提
供 36 架新型獅鷲戰鬥機。這份合約談判歷時超過 10
年，直至今年初波音仍被視為勝算最高，結果
大熱倒灶。巴西政府消息
人士稱，美國國安局被揭
發監控巴西，包括總統迪爾
瑪的私人通訊，令巴西不
再信任美企。

這宗約 軍的 售談 合判

過程經歷 3 任巴
西總統，前總統盧拉支持達梭，迪爾瑪則傾向
購買波音的 F/A-18「超級大黃蜂」戰機，結果
卻由紳寶爆冷勝出。

搭載激光制導炸彈
阿莫林表示，當局除了考慮戰機性能和成本
因素，還認為紳寶向巴西企業轉移技術方面較
理想，因此決定與紳寶合作。獅鷲戰鬥機能執
行多項空對空、地對空和偵察任務，能負載 6.5
噸重武器和裝備，搭載導彈、激光制導炸彈及
一台毛瑟27毫米口徑機炮等武器。

首架戰機料兩年後交付

千元慈善抽獎 贏 萬畢加索名畫

這是紳寶獅鷲戰機歷來最大宗外國訂單，首
架戰機料於兩年後交付，其後每年交付約 12
架。消息傳出後，紳寶股價前日升 1.84%。瑞
典外相比爾特在微博 twitter 留言，形容巴西的
決定是對瑞典科技和競爭力的肯定。
巴西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是美國國安局監控
計劃摧毀了美國預期取得的軍售合約。波音發
聲明表示失望，但會繼續與巴西合作提升國防
能力。
一名了解這次談判的美國消息人士則稱，不
論美國政府藉監控取得什麼情報，都不可能補
償對美方造成的商業損失。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科納諾獲得的畢加索畫作。 網上圖片

775

美國 25 歲青年科納諾僅花了 100 歐元
(約 1,061 港元)參加全球網上慈善抽獎活
動，結果贏得一幅價值 100 萬美元(約
775萬港元)的畢加索名畫。
這幅保存完好的畢加索畫作，早前由
匿名收藏家在紐約藝廊購得，之後捐給
一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註
冊的慈善機構。該機構透過巴黎蘇富比
舉行抽獎活動，推出 5 萬張價值 100 歐
元的抽獎券，希望募得 500 萬美元(約
3,877 萬港元)，將黎巴嫩南部古城提爾
修復為傳統手工藝村落，為年輕人、婦
女與殘障人士提供就業機會。
在賓夕法尼亞州一家消防灑水系統公
司任職的科納諾，原本只想找一幅畫掛
在牆上，看見宣傳新聞稿後決定碰碰運
氣，結果成為幸運兒。他稱短期內不會
出售畫作。
■法新社/路透社

■紳寶將於 2020
年前向巴西提供
36 架新型獅鷲戰
鬥機。
鬥機
。 圖為獅鷲
戰鬥機。
戰鬥機
。 路透社 ■受華府監控拖累，波音爭取巴西軍售合同時大熱倒灶。圖為波音製造廠。

美報告促溫和改革 無叫停監控
美國政府前日公布一個獨立諮詢小
組的調查報告，提出 46 項限制國安局
(NSA)監控權力的改革建議，包括將監
聽紀錄交由電訊商或第三方儲存等。
但輿論批評建議較溫和，無約束力。
聯合國大會同日通過一項反對大規模
監控的決議案，批評非法監控和收集
個人數據是高度入侵行為，呼籲保障
通訊私隱。
白宮提早一個月公布這份 308頁的調查
報告，小組並無建議國安局停止大規模
截取美國民眾電話通訊紀錄的元數據，
只建議當局將相關資料交由第三方儲
存，儲存年期視乎電訊商內部政策而
定，由 1 年至 10 年不等，當局須獲海外
情報監視法庭批准才可讀取資料。
在對外監控方面，報告建議當局監控

外國領導人前需衡量 5 個標準，包括是否
基於國家安全面臨重大威脅、監控目標
或公眾知情後引發的負面影響等，行動
須事先獲白宮最高層批准。報告亦建
議，華府應與少數符合特定條件的盟友
共同探討情報收集和合作模式。
白宮發言人卡尼表示，華府將接納報
告的部分建議，估計最快下月公布詳
情。

聯大決議案促檢討監控
另邊廂，聯大決議草案由德國和巴西
草擬，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和新
西蘭「五眼」聯盟國促請修改草案部分
強硬措辭後，支持通過議案。草案並無
具體指責任何國家，但外界普遍認為矛
頭直指美國。
草案敦促各國檢討監控行動的程序和
相關法律，設立或維持現有的獨立監管
機制和問責制，提高透明度。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資料圖片 ■阿莫林（中）宣布紳寶獲得軍售訂單。右為總統迪爾瑪。

辱印女外交官 克里僅表遺憾

■ 有民眾在美駐印使館
外抗議時被捕。
外抗議時被捕
。 法新社
印度駐美國女外交官柯布拉加德遭逮捕
及脫衣搜身事件引發外交風波，美國國務
卿克里前日致電印度國家安全顧問梅農，
對事件表示遺憾和關切，但印方強調美應
道歉並銷案。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則刊
登文章，指柯布拉加德並非暴力罪犯，她
身為外交官卻得不到公平和人道待遇，克
里應親自向印度道歉。
文章指出，即使柯布拉加德涉嫌觸犯勞
工法，但不屬刑事罪行，美國執法人員的
處理手法值得商榷，必須解釋並檢討有關

普京援烏：助兄弟解困 無關歐談判

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在年度記者會
上表示，俄羅斯降低對烏克蘭天然氣
供應價格並向烏提供貸款，主要原因
是俄國願在「兄弟國家」身處困境時
伸手相助，與烏國近日的大規模反政
府示威及與歐盟的貿易談判無關。
俄方早前同意向烏方購買 150 億美
元(約 1,163 億港元)國債，並將供烏天
然氣削價 1/3，普京強調天然氣協議
屬臨時性質，有必要研究長遠解決方
法，讓烏國持續以低價購買天然氣。

「華府需限國安局權限」
對於俄國防部早前稱，已於西部軍
區部署可攜核彈頭的伊斯坎德爾導
彈，反制北約的導彈防禦計劃，普京

表示尚未作出決定，呼籲各方保持冷
靜。
他又主動談及美國國安局監控風
波，認為該局需以監控打擊恐怖活
動，但華府需規管國安局的權限。他
強調沒與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會面，
俄國國安部門亦無與斯諾登合作和詢
問華府監控事宜。
普京提到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示
威者登上北極鑽油台被拘留一事，認
為俄方要汲取教訓，加強區內保安。
他不點名指事件可能是外國勢力下令
阻撓俄國離岸能源開發。他宣布將進
行大赦，以慶祝俄憲法實施 20 周年，
獲特赦的包括前石油大亨霍多爾科夫
斯基及樂隊Pussy Riot兩名女成員。

■普京
俄國索契明年將主辦冬季奧運會，
俄早前通過反同性戀宣傳法案，引起
外界憂慮冬奧運動員受歧視，普京承
諾政府首要確保所有運動員獲公平對
待。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歐發射望遠鏡 製 3D 銀河系地圖

■「蓋亞」

歐洲太空總署(ESA)昨發射先進
望遠鏡「蓋亞」，觀測銀河系10億
恒星的位置和運動，繪製至今最精
確 的 銀 河 系 3D 地 圖 。 ESA 期 待
「蓋亞」能幫助解釋銀河系起源及
演變，還希望發現新的小行星、太
陽系外行星系統和褐矮星。
蓋亞望遠鏡由俄羅斯「聯盟」火
箭運載，在 ESA 法屬圭亞那庫魯基
地成功發射。衛星約42分鐘後與火

法新社

箭分離，飛往距離地球 150 萬公里
的拉格朗日 L2 點。該處是太陽和
地球引力的平衡點之一，在太陽與
地球連線外側。
「蓋亞」發射重量約 2 噸，預計
工作壽命 5 年半。它攜帶 2 架光學
望遠鏡，可從兩個不同方向觀測。
「蓋亞」將平均「掃描」每個目標
70 次，以確定各自位置、距離和活
動。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政策。
克里前日致電梅農試圖為事態降溫，強
調美國不允許事件傷害美印緊密而重要的
關係，又稱在美國的外國外交官應受到尊
重。印方似乎亦不想兩國外交關係受影
響，外長胡爾希德稱，「朋友間即使發生
很恐怖的事，友誼還是會長存」。
對柯布拉加德提出檢控的紐約州檢察官
巴拉拉辯稱，對方被捕期間的待遇非常不
錯，並未上銬或行動受限制，由女性職員
私下搜身，這是標準程序。

傳調任聯國代表團免遭起訴
印媒報道，原任職駐紐約副總領事的柯
布拉加德，前日已調任印度駐聯合國常駐
代表團，以確保她獲得外交豁免權，免遭
美國起訴，印度外交部未證實消息。
路透社專欄作家弗蘭克爾指出，若調任
獲美國國務院認可，柯布拉加德便可享有
具追溯性的外交豁免權，有望為美印雙方
提供下台階。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曼德拉追思會假傳譯入精神病院
南非媒體報道，上周在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追思會
上出現的「冒牌」手語傳譯員揚蒂熱，本周二被送
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療。揚蒂熱妻子透露，追思會當
日丈夫本應到醫院覆診，又指一家人過去幾日過得
非常困難，但她會繼續支持丈夫。
揚蒂熱被揭發在追思會上胡亂做手勢，事後辯稱
當時精神病發，他當時距離致辭政要只有一米，當
局的保安漏洞備受批評。
■法新社

比特幣急挫五成 論壇忠告：勿自殺
中國人民銀行禁止金融機構使用比特幣後，比特
幣價值短時間急挫逾 50%。社交網站 Reddit 旗下的
比特幣論壇其後出現多篇貼文，溫馨提示投資者切
勿自尋短見，並列出多個國家的預防自殺熱線。
有貼文寫道，「你不過是失去點金錢而已」。版
主一度禁止討論比特幣價格，並禁止用家發表情緒
貼文。另有人批評論壇對比特幣急挫反應過激，發
出提防自殺警告更是「短視」的做法。
■ninemsn網站

撤半世紀限制 古巴准自由買車
古巴共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Granma》昨報道，
古巴准許民間可自由購買新車及二手車，入口汽車
數目不設限，是 1959 年古巴革命勝利以來首次放寬
限制。分析認為，新措施有利商人及小型企業，並
反映古巴經濟自由度增加。
古巴領導人勞爾上周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南非歷
史性握手，前領導人卡斯特羅昨讚揚胞弟勞爾表現
友善而堅定。
■路透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