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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派特種部隊助訓練 伊最大煉油廠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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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東部盧甘斯克附近昨日有烏
軍與親俄武裝分子衝突，兩名採訪的
俄羅斯國營電視台記者遭迫擊炮擊中
身亡。俄羅斯強烈譴責事件，要求公
正徹查及嚴懲有關人士，並促請國際
傳媒譴責烏軍暴行。

與武裝分子駁火
兩名死者為全俄國家廣播電視公司
的37歲記者科爾涅柳克及收音師沃洛
申，同行攝影師傑尼索夫逃過一劫。

採訪隊伍乘的士到梅塔利斯特鎮，由
鎮上自衛隊護送前往檢查站，突然有
炸彈墜落，記者下車試圖拍攝軍隊與
武裝分子駁火過程。電視台報道指，
烏軍當時強行闖入盧甘斯克並發動襲
擊。
的士司機稱當時3人與10至15名自
衛隊成員站在鎮入口的哨崗，約1分
鐘後數枚炸彈直接墜落他們所站位
置，他們沒有穿着防彈衣或頭盔。沃
洛申當場身亡，科爾涅柳克送院後於

手術途中死亡，醫生指其腹部遭炸彈
碎片擊中傷重致死。
傑尼索夫指，當時他站在距離被炮

擊位置約100米外，之後隨逃走的平
民跑到1公里外，其間仍不斷聽到爆
炸聲，非常危險。
繼上周六俄駐烏大使館遭到衝擊並

造成巨大損失後，前日俄駐敖德薩、
哈爾科夫總領事館附近也發生挑釁行
為。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今日俄羅斯/俄新社

泰傳鐵腕殺黑工
18萬柬國工人逃亡

日本政府今年4月宣布以「防衛裝
備轉移三原則」取代「武器出口三
原則」後，由13間軍工企業組成的
日本展團首次參加前日在巴黎開幕
的歐洲國際防務展，為武器出口海
外試水溫。

展出自衛隊輕型戰車
參展日企有三菱重工、東芝、日

立、NEC、川崎重工等，展品包括
最新衝鋒槍、地雷探測器、氣象觀

測雷達、夜視鏡等。三菱重工亦展
出2016年起供日本自衛隊配備、最
高時速達100公里的8輪輕型戰車。
有分析認為，日企參加備受國際

媒體關注的防務展覽，反映日方在
武器出口問題上不再像以前一樣遮
遮掩掩，而是「敞開了大門」。共
同社引述消息指，日本積極鼓勵企
業參展，惟部分企業擔心研發的設
備遭軍事利用，拒絕參展。

■共同社/新華社/中新社

美國紐約法院4月裁
定華府有權索取微軟儲
存在愛爾蘭的客戶電郵
資料，引起科網業界不
滿，微軟連同蘋果公
司、思科、Verizon及
AT&T共5家科技及通
訊企業近日入稟法院，
指裁決違反憲法相關條
文、損害美國對外關
係，並削弱全球每個人
的私隱保護。
微軟指出，由於斯諾

登事件，美國科技公司
過去一年在海外運作愈
來愈受質疑，被指無法
保護客戶個人資料，又
指華府在4月案件中的
立場，進一步破壞這種
信任，最終會損害美國
科企在全球的領導地
位。
曼哈頓地區法院去年

12月向微軟發出搜查
令，要求交出海外客戶
資料，但微軟以搜查令
僅在本土有效為由拒
絕。不過法院在4月裁
定，網絡搜查令「既是
搜查令，又是傳票」，
故應像傳票一樣，不論
儲存地點在何地皆有
效。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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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周內，多達18萬柬埔寨外勞大批逃離泰國，原因有傳
言指泰國軍政府會鐵腕打擊非法外勞，甚至有外勞被殺害，引
起恐慌，軍政府多番闢謠不果，觸發外勞逃亡潮。鑑於事件可
能衝擊泰國經濟，軍政府昨日與柬埔寨政府合作安撫柬國外
勞，並設立熱線處理勞工問題。
泰國陸軍總司令兼臨時總理巴育上周表示，將收緊外勞法
例，令很多柬埔寨外勞大為恐慌。加上周末有6名柬埔寨人於
回國途中遇車禍喪生，柬方更加不滿。柬埔寨內相韶肯批評泰
國遣返黑工前未有事先知會，要求軍政府為人命傷亡負責。
軍政府昨日與柬埔寨大使會面後，雙方同意合力阻止謠言擴
散，泰國勞工部表示歡迎柬埔寨工人辦妥工作簽證後隨時回
來。 ■路透社/法新社

美再爆禁室培慾
毒品操控迫接客
美國再爆出禁室培慾案，佛羅里達州53歲會計師迪

根日前被揭發在寓所囚禁3名女性，利用毒品操控受
害人接客，並暗中拍下她們的性交過程加以要脅，更
將強姦片段上載網上。
警方早前逮捕迪根時，發現其寓所藏有槍械、針

筒、多部移動攝影機及性愛錄影帶，更有大量機關。
警方表示，迪根去年12月在社交網站認識3名受害人
後，誘使她們服食可卡因，藉此操控她們接客。
迪根為防受害人外出接客時逃跑，會透過手機全球

定位系統(GPS)監視她們行蹤，並用性愛影片及暴力恐
嚇3名受害人，其中一人去年12月在網上發現自己被
迪根迷姦的片段後報警。 ■美聯社/《赫芬頓郵報》

日首亮相國際武器展 為出口試水溫

■日本防衛副大臣武田良太(右)出席武器
展。 網上圖片 美國內布拉斯加

州東北部前日受雙
龍捲風吹襲，造成
至少2死19傷，死
者包括一名5歲小
孩，部分人傷勢嚴
重。州長海內曼頒
布緊急狀態令，受
重創的皮爾格鎮當
晚疏散全數約350
名居民，封鎖出入

通道，居民至昨晨獲准返回鎮上，只見一片頹垣敗瓦。
首個龍捲風在前日下午3時45分登陸，摧毀一座農舍，不久

後出現第二個龍捲風，兩者相距只有1.6公里，且強度相若，專
家指情況非常罕見。美國國家氣象局風暴預測中心初步估計兩
龍捲風屬EF-2至EF-3級，風速達每小時265公里，同期在內布
拉斯加州東北部偵測到至少4個龍捲風。
兩名死者分別是卡明縣居民及皮爾格鎮一名5歲小童。當局

收到有居民被困報告，鎮上的水電供應及污水處理系統中斷，
估計全鎮50%至70%遭摧毀。 ■美聯社/路透社

雙龍捲重創美小鎮雙龍捲重創美小鎮 五歲童罹難五歲童罹難

奧巴馬致函國會表示，將調派軍人到巴格達，他們會一直
留在當地，直至局勢好轉才撤離。美軍消息指約170名

士兵已抵埗，包括50名海軍陸戰隊員和100名陸軍；另外
100名士兵則會在鄰國待命接應，外界估計為科威特。

美駐伊使館撤員 英紐拒軍援
白宮表示，該批美軍進入伊拉克已獲巴格達政
府同意，會協助美國駐伊使館部分人員短暫撤
離，需要時會提供保安及後勤支援，亦會與
使館保安團隊合作或獨立作戰。華府官員
稱，白宮計劃派遣特種部隊到伊拉克，只會
集中訓練和指導政府軍，暫時未知何時到
達，以及留駐巴格達還是伊北地區。
美軍積極加強軍事部署，兩棲運輸艦「梅

薩維德」號前日已進入波斯灣，令在該處待
命的美軍軍艦增至4

艘。奧巴馬曾要求新西
蘭向伊提供軍事支
援，即將訪美的新西
蘭總理約翰．基否認會

出兵，認為是「極不可能的
事」。英國副首相克萊格亦表
明，英方不會提供前線支援對付
極端武裝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蘭國」(ISIL)。

與伊朗商局勢 排除軍事合作
伊朗核問題談判前日在維也納舉行，美國和伊朗官員曾短

暫討論伊拉克局勢，但不包括軍事合作。美國參議員麥凱恩
表示，華府應盡量減少伊朗干涉伊拉克問題，認為美國愈遲
行動，伊拉克便會愈依賴伊朗，對華府不利。
ISIL前日攻佔伊拉克重要城鎮塔勒阿費爾，政府軍則表示同

日奪回西部邊境一個哨站和附近的加伊姆市。武裝分子昨進攻
距離巴格達60公里的巴古拜，是發動閃電攻勢以來最接近首都。
雙方在一所警局交火，伊軍擊斃警局內至少52名囚犯。鑑於局
勢惡化，伊拉克最大煉油廠昨日關閉，外籍職員撤離。

中石油員工遭綁架
知情人士透露，中石油在伊拉克南部哈法亞油田項目組一

名中方工作人員上周四被綁架，至今未獲釋。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昨表示，中方十分關注伊拉克近期安全局勢，希
望伊拉克盡快恢復安全、穩定和秩序。
另有約46名印度護士在石油城市基爾庫克被困。聯合國秘

書長潘基文表示極關注伊拉克局勢，強烈譴責所有恐襲、殺
害平民及擄走外交人員行徑。他警告教派衝突恐擴散至伊拉
克鄰國。聯國駐巴格達代表姆拉德諾夫警告，伊拉克主權和
領土完整性面對極大威脅，形容當地危機「致命」。
伊拉克政府昨指控沙特阿拉伯為當地武裝組織提供金錢支

援，應為組織犯下的罪行負責。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獨立報》

伊拉克危機為英美與伊朗
提供合作舞台，有助改善雙
方關係，英國外相夏偉林昨
日宣布，已關閉近3年的英國
駐伊朗大使館將重開，並強
調伊朗在中東的重要性，標
誌英國及伊朗外交關係出現
重大突破。
夏偉林表示，當前是重開
駐伊首都德黑蘭大使館的合
適時機，在解決實際安排等
問題後，將向伊朗派駐少量
外交人員，以恢復使館運
作。夏偉林又形容伊朗為
「動盪地區的重要國家」，
稱上周六與伊朗外長扎里夫
通電話後，促使他作出重開
大使館的決定。
2011年11月，伊朗激進學
生衝擊英國大使館，導致兩
國斷交，英國關閉大使館，
但溫和派總統魯哈尼上台
後，兩國關係日漸改善，並
於去年11月恢復外交關係。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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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近日在網上發布槍
決政府軍等血腥照片，為免武裝分子繼續用互聯網散播
宣傳訊息，政府前日早上9時起封鎖互聯網，民眾也無
法改用虛擬私人網絡(VPN)，扮成從其他地方上網。
政府同時下令電訊商停止提供即時通訊等服務。
政府早前已封鎖影片分享網站YouTube、社交網
站facebook、微博twitter等社交媒體。外界質疑全面
封鎖互聯網成效有限，因ISIL擁有更專業的自家通
訊系統。因民眾對官方電視台新聞不大信任，封
鎖網絡反而產生「資訊真空」，導致人心惶
惶。

AK-47子彈漲價兩倍
由於不少民眾自願加入什葉派民兵

部隊，到首都巴格達以北的薩邁拉
對抗ISIL，有報道指當地的AK-47
步槍子彈售價暴漲兩倍，升至每發
3,000伊拉克第納爾(約 20港元)，
AK-47步槍更幾乎售罄。

■《愛爾蘭獨立報》/路透社

伊封鎖互聯網
阻武裝分子散播訊息

■■雙龍捲風吹襲內布拉斯加州雙龍捲風吹襲內布拉斯加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小童喪命小童喪命

275275兵備戰兵備戰
美軍重返伊拉克美軍重返伊拉克

伊拉克局勢危急，美國總統

奧巴馬前日宣布，派出最多275

名美軍往當地，保護首都巴格

達的美國公民及使館，並做好

作戰準備，是2011年美軍撤出

伊拉克後首次重返當地。華府

消息指出，美國並計劃派遣特

種部隊協助訓練伊政府軍。美

國親密盟友英國及新西蘭則表

明不會向伊提供軍事支援。
■ISIL處決俘虜時，有童兵跟隨群眾歡呼。 網上圖片

■ISIL■ISIL再有處決伊拉克士兵的照再有處決伊拉克士兵的照
片曝光片曝光，，甚為血腥甚為血腥。。 法新社法新社

記者記者
科爾涅柳克科爾涅柳克

■■採訪隊伍前往檢查站時突然採訪隊伍前往檢查站時突然
有炸彈墜落有炸彈墜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
奧巴馬奧巴馬

美國國防部昨日宣
布，在利比亞抓獲
2012年美國駐班加西
領事館遇襲的一名關
鍵疑犯，將會把他送
回美國接受謀殺及恐
怖襲擊罪的刑事審
訊。總統奧巴馬表
示，今次行動由他下
令執行，犯人將接受
美國司法制度的制
裁。

■法新社/路透社

烏軍迫擊炮襲東部 兩俄記者殉職 凌晨直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