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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壇大地震！眾議院共和黨第
二號人物、多數黨領袖坎托於弗吉尼
亞州共和黨初選，僅獲44.5%選票，
意外敗給名不經傳的茶黨候選人布拉
特。這是中期選舉各州初選以來最大
冷門，分析指，坎托落敗主因是在移
民問題上得罪保守選民，共和黨路線
恐將更保守，與總統奧巴馬和民主黨
更難以合作，使政爭惡化。

新星名不經傳 財政實力懸殊
坎托被譽為共和黨政治明星，普遍

認為他有望接替博納出任眾議院議長，
成為美國史上首位猶太裔議長。相反，

茶黨新星布拉特僅是弗州一所大學的經
濟學教授，兩人背景懸殊，而布拉特僅
籌集到20萬美元(約155萬港元)競選經
費，不足坎托的1/25，各界根本沒想
過他會在初選勝出。

被形容為「政壇地震」
布拉特形容今次勝利是「奇蹟」，

但反映「民眾已準備好迎接美國重大
改變」。坎托好友、前共和黨國會議
員韋伯稱，今次絕對是美國政壇一場
「地震」。分析指，坎托一度贊成最
新移民法案，遭布拉特批評為「特
赦」非法移民。保守派亦批評坎托在

奧巴馬醫改和債務上限爭議上過於軟
弱。
茶黨一直是美國政壇的邊緣勢力，

但近年逐漸崛起。民主黨國會選舉競
選委員會主管伊斯雷爾表示，坎托落
敗反映共和黨嚴重偏離主流保守民
意，估計其今後路線會更偏激。評論
認為，國會今年通過移民改革的機會
大減。
此役也令政局更僵化，坎托落敗

後，共和黨人愈趨擔心被貼上妥協的
標籤，將更不願與奧巴馬及民主黨合
作。

■美聯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美初選 茶黨爆冷挫共和黨第二把手

與歐美合研軍用直升機 日借武器出口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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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共和黨重量
級人物坎托在黨內初
選意外落敗，市場憂
慮茶黨勢力冒升加劇

華府政治僵局，加上世界銀行調低
今年全球經濟增長，拖累美股昨日
早段下挫。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報
16,869點，跌75點；標準普爾500
指數報1,945點，跌5點；納斯達
克綜合指數報4,329點，跌8點。
歐股全線下滑。英國富時100指

數中段報6,836點，跌37點；法國
CAC指數報4,571點，跌23點；
德國DAX指數報9,949點，跌79
點。
英國昨公布截至4月底季度失業

率跌至6.6%，是自2008年12月以
來最低水平。 ■法新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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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擊者指，武裝分子嚴密控制摩蘇爾，身穿軍服或黑
色制服的槍手在政府建築物和銀行站崗，街上可見

武裝分子巡邏，組織更透過揚聲器呼籲居民恢復工作。
ISIL昨表示，已控制摩蘇爾所在北部尼尼薇省，揚言會繼
續攻擊政府。
武裝分子又向南推進，奪取拜伊吉和基爾庫克多個城
鎮，拜伊吉擁有全國最大煉油廠。據悉武裝分子代表與部
族領袖談判後，油廠的250名警衛同意撤至另一城市。約
60架載有武裝分子的車輛前晚進入拜伊吉，有槍手向居
民稱敵人只是政府軍，呼籲居民毋須害怕和不要干預。武

裝分子昨日在基爾庫克處決了15名保安人員。

貨物石油運送樞紐 具戰略意義
ISIL年初攻佔美伊戰爭中極具象徵意義的中部城市費盧

傑，現在拿下摩蘇爾更具實際戰略意義。摩蘇爾是土耳其
和其他國家入口貨物必經的運輸樞紐，同時有15%輸往土
耳其海岸的伊拉克石油要通過當地。該市鄰近伊、敘接壤
邊境，可成為敘利亞武裝分子的支援據點。
專家指出，ISIL覬覦摩蘇爾已兩年，當地戰況在美軍撤

出伊拉克後更為激烈。歐亞集團中東及北非總監卡邁勒指
出，摩蘇爾的銀行存款、軍事設施和監獄內近2,500名囚
犯，將大幅增強ISIL的經濟和軍事力量。

全國或入緊急狀態 產油暫未受影響
總理馬利基促國會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國會將於今
日商議。政府官員稱伊拉克產油能力暫未受影響。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對事件表示「深切憂慮」，指

白宮將向伊政府提供一切所需支援。在同屬ISIL活躍地
帶的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和反對派罕有異口同聲呼籲對抗
ISIL。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紐約時報》

美國不足一周再發生校園槍擊案，一名穿避彈衣和戴頭盔的槍
手，前日持半自動步槍闖入俄勒岡州波特蘭一間中學施襲，一名
14歲學生被殺，另有一名老師受傷。特警到場後發現槍手在廁所
內自殺身亡，暫未知其身份及行兇動機。有消息指疑兇是年輕男
性，在出事中學就讀。美國槍擊案不斷，總統奧巴馬呼籲民眾支
持收緊槍械管制。
事發的雷諾茲中學約有2,800名學生，槍擊當日正是放暑假前最
後一天上課。報道指，體育館更衣室最先傳來槍聲，目擊者看見
室內有人以半自動步槍開槍。一名50歲體育老師被流彈擦傷，但
仍忍痛走到學校辦公室啟動封鎖機制，減少其他學生遇害機會。
警方接報到場搜捕，在洗手間一個廁格內發現疑兇身亡。警員
搜查其他師生時，發現另一學生身上藏有槍械，但相信與槍擊案
無關。

溫哥華單車店遇襲 市中心槍戰
另外，加拿大溫哥華同日亦發生槍擊案，造成兩人受傷，疑犯
遭警員擊傷後被捕。警方稱，疑犯在市中心一間單車店朝52歲的
店舖東主開槍，騎單車逃走期間被警察圍堵，雙方爆發槍戰，疑
犯重傷被捕。中槍店東傷勢嚴重但穩定，一名女警在交火中被玻
璃碎割傷。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每日郵報》

日本加緊與西方國家軍事合作，正在和空中
巴士、貝爾直升機等歐美廠商洽淡「UH-X」
項目，共同研製新一代軍用運輸直升機，以取
替「休伊」直升機。日本和澳洲亦同意合作研
製「蒼龍」隱形潛艇，澳方有意購入技術。分
析指，日本企圖借出口武器技術抗衡中國。
路透社指，UH-X項目作價20億美元(約155

億港元)，預料部分直升機會作出口用途，以彌
補部分生產成本。安倍晉三政府早前出台「防
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代「武器出口三原

則」，使日本得以出口軍工技術，並與外國合
研武器。

澳日部長會議 商輸出潛艇技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防衛相小野寺五典前日
與澳洲外長畢曉普、防長約翰斯頓舉行「2+
2」部長級會議，商討日方向澳方輸出「蒼
龍」潛艇靜音技術及高速動力系統，並進一步
推動雙方聯合軍演及技術合作。

■美聯社/路透社/日本新聞網/共同社

烏拒俄天然氣價格優惠 要求仲裁
烏克蘭和俄羅斯就天然氣定價爭持不下，烏

總理亞采紐克拒絕俄方給予每千立方米天然氣
100美元(約775港元)折扣的建議，要求直接在
合同中確定市價，以及由第三方仲裁爭議，聲
稱俄方提供的折扣優惠是圈套。
俄方折扣價是每千立方米385美元(約2,984

港元)，烏克蘭能源部長回應指，希望按今年首

季268.5美元(約2,081港元)的市價來支付。
俄總統普京指，俄方提供的折扣是基於兩國
的「合作關係」，稱減價「主要是為了支持烏
克蘭經濟度過難關，但如果烏國拒絕，兩國關
係將進入另一階段，這並非俄方所願。」他批
評烏國將天然氣談判引向死胡同。

■美聯社/路透社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
國」(ISIL)圖謀建立一個緊
遵伊斯蘭教義、跨越伊拉克
和敘利亞的國家，「黎凡
特」(Levant)泛指敘利亞、
黎巴嫩等國位處的東地中海
地區。組織取下伊拉克北部
地區後，控制範圍東至敘利
亞阿勒頗、西南至費盧傑、
北至摩蘇爾，面積已媲美一
個國家，其「立國夢」似逐
步成真。

ISIL的根源要追溯至美伊
戰爭，當時遜尼派領袖扎卡
維率領「團結聖戰」對抗美
伊政府，翌年宣誓效忠「恐
怖大亨」拉登，成立伊拉克
「基地」分支(AQI)，亦即
ISIL 的前身。由於手段兇
殘，惹來其他聖戰組織不
滿，加上駐伊美軍追剿，組
織一直未能有大作為，扎卡
維更於2006年被美軍擊斃。

隨着美軍 2009 年開始加
快撤出伊拉克，ISIL亦恢復
活躍。2012年，現任領袖巴
格達迪把目光轉到陷入內戰
的敘利亞，開始滲入當地爭
奪地盤和資源。透過吞併其
他武裝組織地盤，ISIL實力
急速膨脹，但這引起「基
地」領袖扎瓦希里不滿，後
者今年2月宣布與ISIL劃清
界線，但此時ISIL在敘、伊

的實力其實已超越「基地」。
ISIL一月進攻伊拉克西部安巴爾省，輕

取費盧傑和首府拉馬迪。美軍事後雖向伊
軍運送大量武器，但不僅未能扭轉戰況，
部分裝備更落入敵方手中，除反映伊軍何
等不濟，亦顯示ISIL實力強橫。攻陷摩蘇
爾後，ISIL 乘勝南進，似有意直取巴格
達。

當然，ISIL要同時應付伊拉克政府、敘
利亞政府和其他武裝組織三條戰線，絕非
沒有隱憂，但這同時反映組織的實力和自
信。對比敘利亞反對派，ISIL並不太熱衷
於推翻敘國巴沙爾政府，故有傳敘政府軍
特意對ISIL放輕手腳，以煽動有關勢力進
一步內部分裂。

縱然國際社會不可能認同
ISIL沾滿血腥的立國夢，但
經摩蘇爾一役，亦無法否認

它已成長為不可忽視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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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遜尼派武裝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前日攻陷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

爾，並佔領當地土耳其領事館，擄走領事、職員和土國特種部隊成員共48人，再於昨日南下，

攻下另一大城市提克里特及煉油重鎮拜伊吉，要求部族領袖交出煉油廠。國際移民組織(IOM)估

計，摩蘇爾失守後，有近50萬居民逃到鄰近城市。

伊拉克政府軍在伊拉克政府軍在 ISILISIL 面前節節敗面前節節敗
退退，，除因武裝分子擅於作戰除因武裝分子擅於作戰，，政府軍政府軍
戰意低落也是關鍵之一戰意低落也是關鍵之一。。不少士兵對不少士兵對
無止境的反恐戰鬥心灰意冷無止境的反恐戰鬥心灰意冷，，前日摩前日摩
蘇爾便有大量士兵卸下軍服和武器蘇爾便有大量士兵卸下軍服和武器，，
穿上平民服裝逃亡穿上平民服裝逃亡。。如斯情景不僅令如斯情景不僅令
伊政府無地自容伊政府無地自容，，亦教斥資亦教斥資140140億美元億美元
((約約 11,,085085 億港元億港元))訓練伊軍的美國難訓練伊軍的美國難
堪堪。。
伊軍士兵和指揮官受訪時坦言伊軍士兵和指揮官受訪時坦言，，士士

兵陣前逃亡的情況已開始廣泛蔓延兵陣前逃亡的情況已開始廣泛蔓延，，
最少涉及上千名前線士兵最少涉及上千名前線士兵。。摩蘇爾失摩蘇爾失
守前守前，，軍隊每日已流失多達軍隊每日已流失多達300300人人，，原原
因包括逃走因包括逃走、、死亡或受傷死亡或受傷。。有前線士有前線士
兵形容兵形容，，武裝分子攻擊浪接浪武裝分子攻擊浪接浪，，令他令他
們感到草木皆兵們感到草木皆兵、、身心俱疲身心俱疲。。

■■《《紐約時報紐約時報》》

第二大市摩蘇爾淪陷 50萬人大逃亡
伊拉克極端武裝ISIL佔土耳其領館 南下奪煉油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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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托(左)及布拉特得知結果後，反應大
不同。 美聯社

■■一名逃難男子行動不便一名逃難男子行動不便，，
要由家人扶着要由家人扶着。。 路透社路透社

■摩蘇爾市內
有 汽 車 被 焚
燒。 路透社

■ISIL■ISIL武裝分子武裝分子

美再爆校園槍擊 青年殺學生後吞槍
◀有學生受
驚，事後擁
着 親 友 痛
哭。美聯社

▼民眾手持
燭光悼念遇
害者。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