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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L性戰「淨化令」 不交民女即殺

有英國傳媒稱，伊拉克極端武裝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
斯蘭國」(ISIL)在所控制城市摩蘇爾及提克里特派發「教令」
傳單，下令每戶交出年輕女子，不論處女與否，一律需要獻
身參與「性戰」，充當武裝分子的慰安婦，並聲稱此舉可以
「淨化」她們。ISIL 還警告，任何人拒絕命令就會被打甚至
殺害。
ISIL 武裝分子根據一名沙特阿拉伯教士頒布的「教令」，
去年起在敘利亞對被俘婦女發動「性戰」，現在進一步把魔
掌伸向伊拉克。巴格達大學講師卡塔瓦直斥：「這完全違反
所有伊斯蘭教誨，他們以為強姦婦女在某程度上算是聖戰，
這根本是戰爭罪行。」

■拉赫曼

向武裝分子發炮
成間諜。

逼童兵學人彈襲擊做間諜
除了「性戰」外，ISIL亦被指動員年僅12歲的小孩學習發
動自殺式炸彈襲擊，甚至讓最小只得10歲的小童充當獄卒。
總部設於美國紐約的人權觀察(HRW)發表報告稱，ISIL 專門
向未懂事的小孩下手，原因是他們更容易被洗腦。
報告引述曾經當過童兵的拉伊德表示，他在 16 歲時加入
ISIL 訓練營，同期受訓的有 250 至 300 人，大部分年齡都只
有 12 至 18 歲。報告引述一名醫生稱，曾經治療一名在 ISIL
當獄卒的10歲小童，其職責竟是鞭打囚犯，另有小童被訓練

伊南北分裂
變遜尼斯坦什葉斯坦

判薩達姆死刑法官遭處決
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於 2006 年問吊，有傳極端
組織 ISIL 上周一擄走當年判處薩達姆死刑的 69 歲法官
拉赫曼，並將他殺害以作報復。伊政府暫未確認拉赫曼
死訊，但沒否認他被擄走。
美國國務卿克里昨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與總理馬里
基進行閉門會議，磋商應對 ISIL，他促請什葉派政府
下放權力予庫爾德族及遜尼派，阻止ISIL勢力擴張。
■《每日郵報》/《每日鏡報》/《泰晤士報》

伊軍搜捕ISIL

面對步步進逼的ISIL，伊拉克總理馬利基未有接受美國和伊朗提議，
嘗試與遜尼派及庫爾德人對話化解分歧，立場反而愈來愈強硬，決意
透過政府軍和什葉派民兵的武力解決。前美國駐伊拉克大使克羅克坦
言，伊拉克正南北分裂成「遜尼斯坦」(Sunnistan)和「什葉斯坦」
(Shiastan)，若想避免這種結果，華府將需要作出重大外交努力。
馬利基一度被標榜為可以團結伊拉克人的領導人選，然而他的政
策帶有強烈教派主義，將遜尼派邊緣化，如 2008 年遜尼派部族
協助抗擊恐怖組織「基地」勢力，馬利基事後卻過橋抽板，
中止給予他們的大部分援助。
馬利基又以搜捕武裝分子為名，拘禁大量遜尼派。在
ISIL發動進攻初期，遜尼派部族曾向馬利基提議成立遜尼
派軍隊，但遭到拒絕。分析指，馬利基完全拒絕合作，未
有為遜尼派領袖留下半點餘地，反令局勢變得更加惡劣。
馬利基對遜尼派立場愈見強硬，近來連庫爾德人亦淪為目
標。他的幕僚早前便批評遜尼派和庫爾德人與 ISIL 有「骯髒交
易」，引起遜尼派不滿，伊拉克國會遜尼派議長早前更公開要求
馬利基下台。
分析認為，外界已放棄寄望馬利基改變立場，改為尋求組建新政
府。然而伊拉克各方分歧嚴重，短時間內不太可能團結選出新領導
人。
■《紐約時報》

促德接納 換撐容克任歐委員主席

歐盟峰會倡改革
谷增長就業
■譴責泰國軍方接管政權

全球央行擬減持長債

轉投股市

美國聯儲局預計今秋結束買債計劃，屆時全
球債券息率可能上升，最新調查顯示，各國央
行官員因而計劃減少持有長期債券，轉為投資
股票等資產，以免因債券價格下跌而蒙受損
失。分析指出，全球央行更改投資組合會導致
市場不穩定的風險增加。
國際性央行刊物《央行雜誌》
及匯豐銀行上月訪問69名央行儲
備主管，不少受訪者已開始將資
產轉移到股票等較高風險產品，
這趨勢預期會持續。
近半受訪者指出，將
來會買進股票或交易
所買賣基金(ETF)，
其餘受訪者也表示會

■促多方同意烏
克蘭立即停火

歐盟峰會將於後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會前披露的草案文件顯
示，峰會將建議調整歐盟預算規則方針，由近年着重的削減預算和增

英國首相

卡梅倫

加稅收，轉為更加重視經濟增長及創造就業。報道指，歐盟成員
國內的中左翼政府要求以德國為首的派系接納以上建議，以作

歐元區6月份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跌至 52.8 的半年最低水平，連跌兩個
月，差過市場預期，加上市場憂慮伊拉克局
勢，美股中止 6 日升勢，昨早段下跌。道瓊
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 16,917 點，跌 29 點；
標準普爾 500 指數報 1,961 點，跌 1 點；納斯
達克綜合指數報4,368點，升不足1點。
歐股全線下跌，英國富時 100 指數中段報
6,805 點，跌 20 點；法國 CAC 指數報 4,514
點，跌 26 點；德國 DAX 指數報 9,940 點，跌
46點。
■英國《金融時報》/法新社/路透社

默克爾

歐

盟在歐債危機爆發後，在歐元區內實施由德國倡導的緊縮政策，但此
舉引起眾多歐元國不滿，亦令到疑歐及反歐盟政黨在上月歐洲議會選
舉中勢力大增。據報今次會議草案文件是由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在諮詢下
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意大利後草擬。
草案指出，鑑於歐元區成員國負債水平仍然高企，有助經濟增長及適合不
同情況的財政整頓措施仍有必要維持，但同時需要採取措施加強歐洲經濟增
長及創造就業。意大利總理倫齊指這份方案得到廣大支持，又稱意大利將於
歐盟委員會獲得多席位。

歐央行：
2016 年前加息機會微

英高調反對 恐步脫歐邊緣
容克目前獲德國總理默克爾及大部分歐盟成員國支持，唯獨英國首相卡
梅倫堅持反對，原本與英國同一陣線的荷蘭及瑞典近日都已改變取態。
分析指，卡梅倫和英國傳媒高調策動「反容克」行動，一旦失敗，將
進一步使英國邁向脫離歐盟的邊緣。

促烏停火 譴責泰軍掌權

■容克獲默克爾及大部分
歐盟成員國支持出任歐委
會主席，但卡梅倫堅持反
對。
資料圖片

美國南達科他州上周六舉行共和黨州大
會，會上以 191 票對 176 票，通過彈劾總統
奧巴馬的決議案。決議指奧巴馬多次違反
就職誓詞，包括私自與塔利班達成換囚協
議、推出備受抨擊的醫保計劃，以及會導
致能源價格上升的發電廠減排方案等。
動議彈劾奧巴馬的是蘇瀑市共和黨議員
安魯，他形容奧巴馬犯下的過失「罄竹難
書」，呼籲該州眾議員同意彈劾總統。支
持安魯的議員表示，奧巴馬造成的問題已
不再是單純的政治理念差異。現屆政府引
發的醜聞不僅荒謬，也背叛了民眾。有反
對彈劾的議員則認為，不應基於政治目的
■決議指奧巴馬多次違反就職誓詞，包括 隨意動用彈劾權。
私自與塔利班達成換囚協議。
美聯社
■Inquisitr網站/中新社

美導彈防禦測試成功

美南他州通過
奧巴馬彈劾案

歐製造業疲弱 美股早段跌 29 點

德國總理

為支持盧森堡前首相容克出任歐盟委員會主席的條件。

歐盟昨發聲明促多方同意烏克蘭境內立即停火，又要求俄
羅斯採取有效措施阻止武裝分子及武器流入烏國，以
平定局勢，讓烏總統波羅申科的和平方案得以推行。
歐盟外長昨日發表聲明，譴責泰國軍方接管政權，
要求軍方釋放所有政治性囚犯並尊重
人權與自由。歐盟取消原定下月到泰
國進行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各國停
止官員訪泰、暫停與泰國簽署合作協
定，以促泰國盡快恢復合法民主過程
與憲法。
■路透社

減少債券資產的平均年期。

■GMD測試
■GMD
測試

歐洲央行理事諾沃提尼前日指出，在 2016 年歐元區
經濟復甦步伐加快前，央行不太可能加息。央行行長
德拉吉亦暗示，低息政策可能再維持最少兩年半。
諾沃提尼接受報章訪問時指出，當經濟出現顯著
增長、增幅超過 2%時，歐洲央行便可能加息，但
根據目前情況，這很難在 2016 年前發生。他表
示，歐元區僅處於復甦初期，而央行的刺激措施
並無大大增加企業借貸意慾。他預計各銀行被要
求增加核心資本的同時，將發放更多貸款。
德拉吉上周六接受荷蘭報章訪問時，被問到
低息政策將維持多久，他透露銀行獲得的無限
流動性將延續至 2016 年底，暗示今後兩年半
都不會加息。
■《華爾街日報》/彭博通訊社

由波音公司生產管理的美國
「陸基中段導彈防禦系統」
(GMD)，
(GMD)
， 前日在測試中成功攔截
模擬敵方導彈，
模擬敵方導彈
，是 2008 年
以來首次成功攔截目
標 。 GMD 自 2004 年至
今測試過 8 次，其中 5 次
攔截失敗，
攔截失敗
， 國防部早前
曾警告，
曾警告
， 假如今次再失
敗，將叫停額外增加 14 個攔
截器的計劃。
截器的計劃
。
GMD是美國唯一用作保護本土
GMD
是美國唯一用作保護本土
免受洲際彈道導彈攻擊的防禦
系統，
系統
，由前總統布什於
由前總統布什於2004
2004年倉
年倉
促引入，
促引入
，旨在防範來自朝鮮或
伊朗等國的導彈威脅。
伊朗等國的導彈威脅
。
測試中，
測試中
， 美軍先從馬紹
爾群島發射模擬洲際導
彈 ， 加州范登堡空軍基
地隨後發射攔截導彈，
地隨後發射攔截導彈
，
成功擊中目標。
成功擊中目標
。
■路透社
路透社//法新社
法新社//美聯社

■歐洲央行

菲前總統子「豬肉桶」貪3236萬

■晶貴投案時向民眾揮手。
菲律賓多名政客去年被揭發與
不法商人聯手，私吞俗稱「豬肉
桶」的地方發展基金，當中包括
前菲總統、現任馬尼拉市長埃斯
特拉達之子晶貴。他昨日在父親
陪伴下向警方投案，成為第 2 位
因「豬肉桶案」被羈押的參議
員。不過晶貴否認指控，堅稱是

遭政治迫害。
晶貴被指於 2006
年 至 2010 年 間 ，
貪污1.83億披索(約
3,236 萬 港 元)。 肅
貪專員辦公室本月
6 日以起訴晶貴 1
項 掠 奪 罪 及 11 項
貪污罪，反貪法庭
昨日發出拘捕令。
法新社 晶貴中午在家人陪
同下，前往警察總部報到，辦理
照相、蓋手印等程序。
分析認為，涉貪高官接連落
網，顯示總統阿基諾三世決心打
擊貪腐，但亦有人指出，菲國
2016 年迎來大選，阿基諾是藉肅
貪之名鏟除異己。
■路透社/法新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