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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最後通牒 72小時內清場
準備奪回政府辦公室 拘捕不撤走反對派

美國國會去年頻現黨爭鬧劇，總統奧巴馬施政備受掣
肘，據報他今晚公布的國情咨文會擺出強硬姿態，表明必
要時執行行政命令，繞過國會行事，試圖挽回民望。被視

為共和黨下屆總統大選主力的參議員保羅指，此舉有威脅
成分，是無視權力制衡原則。

料改善貧富不均
國情咨文重點預料包括改善貧富不均、移民政策和醫療

保險等議題。《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官員指，國情咨文
會宣布AT&T及洛歇馬丁等美企，已與白宮簽署協議，承
諾聘請員工時，不會歧視長期失業的求職者。
白宮高級顧問法伊弗表示，政府存在分歧，共和黨不會
成為總統議程的橡皮圖章，奧巴馬也不會簽訂該黨的議
案，「奧巴馬會用自己的方法，推動職訓、教育及製造業
等機會」。
保羅稱，要說服議員通過法案確是難事，但奧巴馬的責
任是建立共識，而非靠一支筆自訂法律。參議院共和黨領
袖麥康奈爾稱，奧巴馬企圖透過官僚政治得到想要的事

物，維持偏左政治立場。

無總統威嚴 民望四成半
白宮去年嘗試推動槍械管制及移民改革法案，但均在國會

受阻，奧巴馬希望今年能避免重蹈覆轍。發言人卡尼則要求
共和黨須解釋撤銷「奧巴馬醫保」的原因，否則只會不得民
心。《華盛頓郵報》引述一名官員形容，奧巴馬施政方法似
一名需要議員支持的首相，毫無總統威嚴。
《華郵》及美國廣播公司最新民調顯示，奧巴馬支持度
為46%，是任內每年年初時的最低水平，63%受訪者對他
能否為國家將來做正確決定欠缺信心，另50%不認同他的
施政。
白宮邀請去年波士頓馬拉松恐襲兩名生還者，陪同第一

夫人米歇爾出席國情咨文發布會。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奧巴馬抗黨爭 傳國情咨文繞國會立法 尼日利亞
東北部博爾
諾州前晚遭
恐怖襲擊，

多名懷疑伊斯蘭極端分子
出動爆炸裝置及重型槍
械，攻擊一個周日市集，
造成最少52死16傷，整條
村落逾300間房屋被夷平。
10年前成立的伊斯蘭極

端組織「博科聖地」近年
肆虐尼國北部，暴力事件
頻仍。總統喬納森去年5月
宣布博爾諾州、約貝州和
阿達馬瓦州進入緊急狀
態，昨日恐襲是8個月來死
亡人數最多的一次。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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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林表示已成立7個快速部署小組，準備奪回被佔據的政府辦
公室，若示威者拒絕合作將被捕。差林引述情報機關的報告

指出，有第三方組織或部分示威者會在示威現場挑起暴力，然後
把責任推給政府；他又對前日示威領袖之一素庭遭槍擊喪生事件
表示遺憾，已下令警方盡快緝兇。

素貼拒談判 促軍方護示威者
自「封鎖曼谷」開始後，示威者封鎖了曼谷七大路口，令多個

政府部門的辦公室被迫關閉。示威領袖素貼昨稱，所有集會領導
人都不會與政府談判，指當局若試圖驅散示威者，其他地區的示
威者將前往支援。他又要求軍方設置路障及向示威者提供保護，
指擊斃素庭的兇徒是由泰警方高層帶入國內的柬埔寨特種部隊。
泰國特別調查廳(DSI)昨向刑事法庭申請拘捕令，準備拘捕包括
素貼在內的16名「人民民主改革委員會」(PDRC)領袖，指他們違
反緊急狀態法令。PDRC領袖他旺昨則向民事法庭提訴，指憲法
法庭早前裁定示威活動合法，故看守政府頒布緊急狀態並不合
法，要求法庭責令當局撤銷緊急狀態法令，並發出禁制令，
以防看守政府鎮壓示威者。民事法庭將於後日裁決。

選委會倡大選延遲半年
另一方面，30個小政黨昨向英祿聯署，要求周日按原
定計劃舉行大選，執政為泰黨亦要求大選如期進行。不過
選委會成員頌猜表示，今日與看守總理英祿會談時，會提
議將大選延後半年。他解釋，若政府太長時間處於權力受限
的看守狀態，將對國家造成損失，但解決社會衝突需時，推
遲6個月是較恰當的方案。
杯葛大選的反對派民主黨領袖阿披實昨受訪
時稱，倘大選延後，該黨可能會參選，並敦
促當局制定可行的改革路線圖。
曼谷都市管理局緊急醫療服務中心的數
據顯示，自去年10月示威發生至今，至
少10人在衝突中死亡，另有571人受
傷。分析擔心，若如期舉行大選，將觸
發大規模暴力事件。

■《曼谷郵報》/泰國《民族報》/
路透社/法新社/《時代》周刊

泰國看守政府上周頒布緊急狀態法令後，反政府

示威者漠視法令，繼續佔據部分政府部門。勞工部

長兼維持安全秩序中心(CMPO)負責人

差林昨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示威者在

72小時內撤出佔領的政府辦公室，否

則將採取突擊拘捕行動，但

強調主要由警察執行，也不

會使用武器。
曼曼谷谷封封城城

泰國特
別調查廳廳

長塔力昨日表
示，當地30間大型私

人企業涉嫌向反政府組織「人
民民主改革委員會」(PDRC)和示威者

提供援助，被維持安全秩序中心(CMPO)
列入黑名單。

塔力表示，涉事 30 間企業向
PDRC和示威者提供金錢、住宿、
交通等援助，違反刑事條例、緊急
狀態令和反洗黑錢法。當局已發信
通知涉事企業，但未有透露企業名
稱，案件由反洗黑錢機關和特別調
查廳接手調查。

■泰國《民族報》/《曼谷郵報》

金援反對派
30私企列黑名單 泰國駐緬甸大使表示，緬甸政府擔

憂旅遊業會受泰國動盪政局拖累，希
望泰國衝突早日平息，而兩國雙邊合
作項目不會中斷，包括緬甸勞工在泰
培訓計劃。
他稱，緬甸政府相信泰看守政府能於

近期結束示威浪潮，故一直未發出旅遊
警告，更呼籲外商保持樂觀，切勿撤走
在泰國的資金和工廠。

■泰國《民族報》

緬憂旅遊業受拖累
■有選民用盡辦法才能投票。 新華社

■■反對派駕貨車堵塞票站反對派駕貨車堵塞票站，，
剝奪選民投票權剝奪選民投票權。。 中央社中央社

反對派領袖反對派領袖 素貼素貼
拒與政府談判

■■國情咨文料宣布洛歇馬丁等美企國情咨文料宣布洛歇馬丁等美企，，承諾聘承諾聘
請員工時不會歧視長期失業者請員工時不會歧視長期失業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以總理子戀非猶太人 違教義捱批

埃軍頭獲開綠燈選總統

法12萬人「憤怒日」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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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
12萬民眾前
日響應號召
參加「憤怒
日」遊行，
抗議總統奧
朗德施政失
當，批評他
只顧拍拖不
務正業。示
威一度爆發
警民衝突，
最少 250 人
被捕。

「憤怒日」遊行由50多個民間組織發起，當中大部分是右翼
組織。示威者各有不同訴求，包括反對去年通過的同性婚姻
法、不滿開徵新稅、要求法國退出歐盟、尊重言論自由等。一
名60歲婦人斥責奧朗德桃色醜聞是「國恥」。
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投擲玻璃樽、煙花、鐵枝和雜

物還擊。衝突造成19名警員受傷，其中一人傷勢嚴重。內政部
長瓦爾斯譴責極右組織和激進分子煽動暴力。
奧朗德舊愛特里爾韋勒前日抵達印度孟買出席慈善活動，看

來精神不錯。她在記者會承認自己不再是「第一女友」，未有
特別打算，但各方毋須為她擔心。她又強調自己只有一名保
鑣，絕無浪費公帑。有傳奧朗德宣布分手後，須向特里爾韋勒
賠償一大筆精神和收入損失。 ■法新社/美聯社/《泰晤士報》

烏克蘭反政府示威升
級，示威者前日佔領首
都基輔的司法部大樓，
砸碎玻璃窗，並在門外
架設路障。司法部長盧
卡什警告，若示威者堅
拒離開，將促請總統亞
努科維奇中止與反對派
的談判，又揚言將頒布
全國緊急狀態令。
示威組織代表聲稱佔

領司法部是「公民起
義」的象徵方式，批評
當局剝奪司法權，強調
他們是和平示威。警方
向大樓發射水炮，試圖
驅散示威者。
全國4個城市有數千名

示威者在政府大樓門外
聚集，並設置路障阻擋
官員出入。警方使用警
棍和閃光彈驅散東南部
城市扎波羅熱的示威
者，多人受傷。教宗方
濟各促請烏政府與反對
派透過對話化解紛爭，
歐盟則敦促烏政府停止
侵犯人權，重建互信。
■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女權組織Femen成員半裸參與示威。 路透社

埃及最高軍事委員會昨召開緊急會議，宣布接受軍
方司令兼防長塞西辭職，以符合憲法規定以公民身份
參選總統。由於今年埃及總統大選先於國會選舉，外
界預期塞西的勝算甚高。
軍方公布決定前數小時，臨時總統曼蘇爾宣布授予塞
西陸軍元帥軍銜。陸軍元帥是埃及軍隊中最高軍銜，
以往鮮有高級將領獲授此軍銜，包括軍人出身的前總
統穆巴拉克，前防長坦塔維是唯一例外。屬自由派的
臨時副總理巴哈丁昨向臨時總理貝卜拉維呈辭，稱希望
離開建制繼續推動政治活動。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若望保祿二世血瓶被偷
意大利羅馬東部山區一座

小教堂日前發生失竊案，一
個裝有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
世血液的黃金玻璃瓶和一個
十字架被偷。若望保祿二世
將於今年5月在羅馬天主教
堂封聖，意味他遺下的血液
將更顯珍貴。
教堂職員科列里表示，前

日早上發現教堂玻璃窗被砸

碎，警員接報到場後發現玻
璃瓶和十字架被人偷去。她
質疑竊賊的動機可能是利用
該瓶血來勒索贖金。
若望保祿二世1981年在聖

伯多祿廣場險遭刺殺，教廷當
時將他少量血液保存下來。他
的私人秘書2011年向羅馬社
區贈送部分血液，象徵教宗將
愛傳到當地。 ■路透社

挪 威 報 章 《Dagen》 報
道，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期
間，自爆兒子亞伊爾與非猶
太血統的挪威女子萊康厄蜜
運中。這有違猶太教中，猶
太人下一代血統來自母親的
規定，引起各界口誅筆伐。

右翼促迫兩人分手
以色列極右翼政黨沙斯黨

黨員澤埃夫表示，內塔尼亞
胡應堅守宗教信仰和政治承

諾，迫使亞伊爾和萊康厄盡
快分手，沙斯黨領袖德里指
亞伊爾的戀情不僅是私事，
更是關乎所有猶太教信眾的
重要宗教議題。內塔尼亞胡
所屬的利庫德集團一名議員
稱，這段戀情令人感到非常
遺憾。
內塔尼亞胡辦公室拒絕回

應。報道稱，內塔尼亞胡在
1981年曾與一名非猶太女性
結婚，但數年後離婚收場。

■美聯社/albawaba網站

■內塔尼亞胡兒子與非猶太血統的挪威女子萊康厄拍
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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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傳警方在反對派的車輛中搜出武器
網傳警方在反對派的車輛中搜出武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