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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足聯(FIFA)繼早前被揭卡塔爾申辦世界
盃涉嫌賄選後，《星期日泰晤士報》昨日再披
露，FIFA今年公開承諾停止向執委會成員發放
獎金，卻暗中把有關人等年薪提高一倍，至20
萬美元(約155萬港元)，更選擇用裝有巨額現金
的信封來支付人工，有協助避稅之嫌。
FIFA主席白禮達早前被揭發在2010年南非

世界盃完結後，同年底從有關收益中，暗中向
多名執委發放20萬美元獎金。當時正值執委會
就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投票前夕，惹來猛烈抨
擊。FIFA今年承諾停止向執委發放7.5萬美元
(約58.1萬港元)的年度獎金，但卻對加薪一倍
隻字未提。這還未計算執委原本已享有的豐厚
福利，包括免費飛機商務客位、五星級酒店和

奢華膳食。
一名執委上周向報章承認事件屬實，稱這是
要「彌補獎金收入損失」。今年世盃主辦國巴
西的民眾一直批評FIFA榨取世盃利潤，外界
預料今次事件將進一步激起示威者怒火。
文件又顯示，FIFA會用裝有巨額現金的信

封，向部分執委支付人工，因賄選被停職的前

執委兼亞足聯主席哈曼便曾以現金方式領取超
過20萬美元人工。英國一名稅務專家批評，
FIFA此舉是協助執委避稅。
FIFA未就事件置評，英國下議院文化媒體及

體育委員會主席惠廷達爾批評當局「一而再無
視重要證據」，又對展開調查顯得極為抗拒。

■《星期日泰晤士報》

FIFA暗加執委人工一倍 信封裝現金避稅

事發於江原道高城郡東部前線一個陸軍普通
哨站(GOP)，林姓22歲士兵前晚完成執勤

任務後，在返回哨站途中先引爆一枚手榴彈，
再邊向哨站宿舍移動，邊用K-2步槍掃射，最少
開了10多槍，造成5死7傷，然後帶同步槍及
290多發子彈逃走。報道指，死傷者大多是與林
一同執勤的同袍。

母到場勸降不遂
軍方在哨站周邊發布最高警戒狀態，動員直
升機和特種部隊等大量人手大規模搜捕，又在
多處設置路障以防林某逃到鄰近地區。到昨日
下午，軍警在距哨站約10公里處發現林某蹤
影，隨即包圍，雙方互轟10多槍後對峙。
韓聯社報道，軍方安排林某父母到場，由母
親勸說兒子棄械投降，但林某不為所動。韓國
聯合電視新聞台引述軍方消息稱，除非林某願
意投降，否則包圍部隊將「格殺勿論」。
據悉林某是去年1月被編入所屬部隊，曾在心

理測試被評定為「需關注士兵」，意味他難以
適應軍旅生活或是存在心理問題，需要特別管

理。「需關注士兵」分為最嚴重的需
特別關注的A級、需重點管理的B級，
以及需基本管理的C級，當中被評為
A級者無法擔任GOP的執勤工作。

被列「需特別關注」
韓軍證實，林某在去年4月被

評為A級「需關注士兵」，當局
其後安排他擔任部隊副分隊長，
林某開始與周邊的人對話，
性格亦變得開朗，同年11
月評級變成B級，到今年3月
評級未變，但被評為不存在特
別的性格問題。
國防部就槍擊案向國民致歉，發言人

金珉奭又向死傷者家屬表示慰問，稱軍
方將提供必要幫助。他稱軍方已成立特
別小組調查事件，一眾留醫傷者情況穩
定。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韓聯社/
韓國《中央日報》

韓國一名駐守韓朝邊境的士兵前晚在哨站

開槍槍殺5名同袍，再帶同步槍和彈藥逃

走，軍方與警方連夜動員數千人大搜捕，昨

日下午在一個檢查站附近發現士兵蹤影，雙

方一度爆發槍戰，一名軍官中槍受傷。截至

昨晚雙方仍在對峙，有指軍方已下達「格

殺」令。據報該士兵原定9月退伍，曾在性

格測試中被評為「需特別關注」，但未知這

與行兇是否有關。

韓朝1953年簽署停戰協
議，但由於兩國至今仍未
簽署和平條約，故國際法
上兩國仍處於交戰狀態，
朝鮮近年軍事活動頻
繁，令韓國更重視軍隊
建設。然而很多在經濟
快速增長期長大的新一

代從未經歷戰爭，他們不再視保
家衛國為神聖責任，反而認為強制兵役是負
累，魔兵事件正正反映了韓軍內部紀律問
題。
韓國兵員多達65萬，主要靠徵兵制維
持。隨着韓國經歷了約60年相對和平時
期，不少年輕人認為兵役是對生活和
事業的負累，更難堪軍隊內部的階級
觀念、嚴格紀律和艱苦訓練，令不少
士兵身心受創，甚至萌生自殺念
頭。國防部前年報告指，2011年有
97名士兵自殺，數字是此前5年來
最高。

為維持軍紀，韓軍主張體
罰，但年輕一輩對此甚為反
感，亦曾因此激起士兵反
抗。2011年，一名懷疑
被同袍毆打和欺凌的士
兵，在軍營中突然向
同袍亂槍開火，造成4
人死亡。雖然軍方事後

下令處理軍內欺凌行為，但
專家指，問題源自陳舊軍營文化和
新生代士兵之間的矛盾，若這無法
解決，自殺和殺害同袍的悲劇恐
還將發生。 ■《紐約時報》

女性難選總統

情報：聖戰分子擬劫油輪「911」式襲英

人生是各種抉擇的總和，抉擇
之大小，牽動個人乃至社會走
向。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在自傳
《Hard Choices》(艱難抉擇)回顧

國務卿生涯、月旦國際人物，並暗示可能參加
2016年總統大選，但始終沒交出明確的「是」
或「否」。莫非就如書名，這抉擇真的那麼
難？

齊家、治國、平天下，希拉里一步步走過崎
嶇路。她挺過丈夫克林頓性醜聞這難關；2008
年總統大選不敵奧巴馬，最後接受敗仗，並在
對方麾下任職國務卿4年，表現能屈能伸一面。

千錘百煉，女強人的履歷上只差總統一職，
2008年選戰仍是未了心結。她在自傳中坦言，
2012年美國駐班加西領事館遇襲後，共和黨對
她諸多批評，激起她參選的意慾，冀帶領美國
走出無意義的爭吵，追尋更遠大目標。

千夫所指沒使希拉里心灰意冷，反而轉化為
上進動力。若她決定去馬，機會正等着她。眾
議院共和黨二號人物坎托早前在黨內初選爆冷
敗給激進茶黨人布拉特。這是共和黨主流派的
噩夢，卻是民主黨希拉里的福音。

共和黨極保守勢力崛起，兩黨鬥爭將更激烈、妥協更困
難，希拉里大可站出來代表政壇中溫和理性的聲音，吸引
游離選民。坎托落敗也令移民改革法案渺茫，共和黨將進
一步流失少數族裔選票，變相幫希拉里一把。

女兒切爾西今秋預產 ，希拉里會否淡出江湖，與家人享
天倫？還是榮升祖母，在選民心目中更添一份吸引力，反
有利她參選？

希拉里的抉擇看似困難，卻也似早有答案。她保留最終選
擇權，進是理所當然，退也不乏下
台階。只是人生容不下太多遺憾， 打

鐵趁熱，2016是她填補遺憾、完成
未竟心願的最佳時機。

希
拉
里
的
抉
擇

伊拉克危機加劇，極端組織「伊拉克和
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上周五攻佔西部安
巴爾省邊境城鎮加伊姆，首度控制伊拉克
連接敘利亞的邊境幹道，打通ISIL所控制
的伊敘領土。分析指，這一戰略成果將有
利 ISIL在兩地間輸送武器裝備，調動兵
員，大大提高作戰效率。
伊軍前日表示，ISIL武裝分子已攻佔加

伊姆、拉沃、安娜及安巴爾省第四大城市
魯特拜。軍方稱，約有30名政府軍士兵在
激戰中陣亡。分析指，ISIL現階段戰略目
標是加強控制伊敘邊境，並進一步攻佔代

爾祖爾省首府代爾祖爾。

敘軍空襲 哈梅內伊反對美插手
敘政府軍為遏制ISIL於代爾祖爾省的軍

事威脅，前日在當地發動大規模空襲。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周宣布向伊派遣300名

軍事顧問，支援政府軍對抗武裝分子，更
呼籲伊拉克組建新政府，伊朗最高精神領
袖哈梅內伊昨日表示：「我們強烈反對美
國及他國介入伊內政，美國企圖讓盲目追
隨者當權。」

■法新社/美聯社/英國《金融時報》

ISIL打通伊敘邊境

英國《星期日星報》昨日披露，內政部
早前收到情報，有伊斯蘭聖戰分子圖謀械
劫油輪，向英國港口發動自殺式襲擊。國
防部聞訊大為緊張，調派特種部隊支援警
察反恐行動。

報道指，國防部已調派40名特殊舟艇部
隊(SBS)海上對抗部隊士兵，在特種偵察
團專家支援下，協助警察全天候監控
海上活動。

■英國《星期日星報》

普京有限度支持停火
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上周五宣布東
部停火一周，但武裝分子未有理會，
各地零星戰鬥持續，俄羅斯總統普京
前日對停火計劃表示「有限度」支
持，但強調交戰雙方需要展開對話，
基輔政府並應停止軍事行動，保證東
部俄裔人口的權利。
普京表示，波羅申科的和平計劃不

應該是下令武裝分子投降的「最後
通牒」，又指計劃沒建議展開談
判。
波羅申科昨日同意與東部分離分

子對話，形容他提出的和平計劃只是
「A計劃」：「那些想趁停火拖延時
間並重整軍力的人必須知道，我們還
有B計劃。」 ■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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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職場受歧視並不罕見，即使美國政壇亦不例外。美國前國
務卿希拉里受訪時批評政界持雙重標準，因此女性競選總統難過登
天。她稱希望女性能衝破障礙，有朝一日見證女性入主白宮。這名
女姓會否是她？希拉里稱很可能會在明年初公布是否參選2016年總
統大選。
2008年大選，希拉里與現任總統奧巴馬在民主黨初選展開連番惡

鬥，雙方互有勝負，但最終她還是不敵奧巴馬。她憶述當時競選過
程荊棘滿途，甚至是「殘酷」。她稱政敵和傳媒都會針對她的性
別，花費大量時間在電視和社論對她評頭品足，包括批評她的身
材、親和力甚至與丈夫克林頓的關係。

新書：夫婦與奧巴馬伉儷不和
克林頓前年親自出馬為奧巴馬助選，被認為是奧巴馬贏得連任的
最大功臣之一。不過即將出版的新書《Blood Feud》披露，
克林頓夫婦和奧巴馬夫婦之間關係惡劣，甚至到達互相厭惡
的程度，可能成為足以撼動2016年大選的炸彈。
根據《紐約郵報》率先披露的部分內容，克林頓曾向朋

友稱「史上所有人中最討厭奧
巴馬」，奧巴馬亦經常找藉
口避免與克林頓交談。新書
引述知情人士指，克林頓前
年願為奧巴馬助選，背後是要
換取對方在2016年支持希拉
里，豈料奧巴馬竟笑稱「(妻
子)米歇爾也是一名好的總統
候選人」，把克林頓激得怒髮
衝冠。
■《觀察家報》/《紐約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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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動員大批特種部隊和軍警搜捕軍方動員大批特種部隊和軍警搜捕。。 法新社法新社//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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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傷兵由同袍一名傷兵由同袍

送院送院。。 路透社路透社

■K-2步槍

■■希拉里日前在得州宣傳其新希拉里日前在得州宣傳其新
書書《《艱難抉擇艱難抉擇》。》。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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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擊地點附近居民逃
到避難所暫避。美聯社

■■疑似魔兵的疑似魔兵的2222歲歲
林姓士兵林姓士兵。。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