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烏軍直升機被擊落9死 俄羅斯總統普京要求國會撤
銷對烏克蘭動武授權，被視為
在烏克蘭危機上的一次重大讓
步，美國和英國隨即暫緩對俄
進一步制裁。表面上看，這是
西方施壓迫使普京讓步，但事
實上更像是普京以退為進的戰
略。

由於能源和貿易等問題掣
肘，西方在對俄制裁上投鼠忌
器，一直只是旁敲側擊。過去
幾個月西方無間斷對俄施壓，
但現實是烏克蘭仍深陷分裂危
機，克里米亞仍歸俄管理，即
使制裁也未見確實成效。基於
政治面子，西方領袖相信會為
普京今次讓步邀功，實際勝負
誰屬，已不言而喻。

對比因內部分歧而綁手綁腳
的美國和歐盟，普京便沒這方
面的煩惱。從當日要求國會授
權出兵，到日前要求撤銷，反
映普京在俄國「說了算」，一
旦明天局勢有變，普京大可要
求國會再授權，自然不介意現
階段稍作「讓步」。兵貴神
速，反應速度正是俄羅斯在烏

克蘭角力中，對比西方的最大
優勢。

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提出和
平計劃和停火令後，普京隨即
作出回應，一來是對基輔釋出
善意，同時是給烏東武裝分子
一個訊號，促進雙方對話。對
於普京來說，武裝分子雖有其
用處，但絕不是可靠的長期合
作夥伴，克里姆林宮更傾向拉
攏烏東的親俄政商界，確保烏
克蘭不會一面倒傾向西方。

烏政府代表和武裝分子早前
在頓涅茨克對話，有望為局勢
帶來曙光，普京此時稍作讓
步，有助各界把焦點從武裝衝
突轉移至化解分歧，也令西方
失去一個指責俄國的藉口。

然而這不代表普京就此放手
不管烏克蘭，普京已表明會繼
續保護烏國境內的俄人，並會
因應形勢迅速行動。相反，撤
銷動武授權，是對烏克蘭策略
由「明攻」轉
「暗戰」的訊
號，為普京開
拓更多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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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情局(CIA)首席情報官沃爾費前
日罕有地公開發言，指中情局愈來愈倚
重亞馬遜的電腦雲端系統，將使用該系
統分析情報。

簽訂47億合約
沃爾費表示，烏克蘭及伊拉克局勢顯示

中情局任務的複雜性，因此需要採用最好
的科技。中情局去年已跟亞馬遜簽訂6億美
元(約46.5億港元)合約，亞馬遜將於局內設
施建立和管理一套私人雲端系統，此舉被
視為當局肯定亞馬遜網絡服務(AWS)的
安全性及可信性。

沃爾費表示，局方除採用亞馬遜的伺
服器外，亦希望使用其現有的軟件，
「我認為雙方不單在運作伺服器方面具
創新意念，亦希望把這些創意從商業應
用帶到中情局任務當中。」沃爾費特別
提到亞馬遜的Kinesis和Redshift服
務能處理和分析大量數據，是
CIA希望採用的軟件。

■英國《金融時報》

中情局靠亞馬遜雲端
分析情報

美國總統奧巴馬
上周宣布向伊拉克
增派約300名軍事
顧問，負責評估
美方支援伊政府
的方案。首批
150人已陸續進
駐巴格達，開始
評估伊保安隊戰鬥
力及遜尼派武裝組
織「伊拉克與黎凡特
伊斯蘭國」(ISIL)的攻
勢，並着手在巴格達和

伊北籌建聯合作戰中心。
五角大樓發言人柯比前日表示，美軍顧問

抵達巴格達後，會與40名常駐伊拉克的美軍顧
問組成評估小組。另外50名美軍顧問會陸續抵
達，預計2至3周內提交援助伊拉克安全部隊

的最佳方案。
另外，「基地」組織敘利亞分支昨在伊邊境

重鎮宣誓效忠ISIL。敘人權觀察組織指出，兩
者結盟意義重大，因今後ISIL可控制位處敘伊
雙方邊境的重鎮。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美軍事顧問抵伊 籌建聯合作戰中心

■伊拉克局勢緊張，約旦向邊境增兵。 路透社

■中情局愈來愈倚重亞馬遜的電腦
雲端系統。 資料圖片

英或刑控梅鐸父子英或刑控梅鐸父子 狙擊新聞集團狙擊新聞集團
據報當局早於去年已聯絡梅鐸，希望安排他

接受問話，但與其代表律師商討後，決定
待竊聽案審訊完結。隨着法院日前宣判後，梅鐸
預料在不久將來會接受問話。當局前年9月亦曾
向新聞國際前主席欣頓問話3小時，了解公司
高層的內情。

前總編輯賄賂罪或重審
庫爾森被判罪成，亦意味「新聞國際」(現
為「新聞英國」)或被當局起訴，案發時的董
事均可能遭刑事起訴，包括梅鐸和詹姆斯。
報道指，如果新聞國際管理層被證實有份策
劃或指示旗下員工竊聽，當局便可根據《管理調
查權力法案》對涉案人士提訴。
前日被判竊聽罪成的庫爾森面臨最長2年監禁。

不過陪審團昨日未能就庫爾森及另一名被告賄賂警官
是否有罪達成共識，法官昨日下令解散陪審團。控方稱

會於下周一宣布會否申請重審案件。

卡梅倫疑聽證會包庇
事件亦令聘用庫爾森作通訊總監的
英國首相卡梅倫備受批評，輿論質
疑卡梅倫事前為何未有徹查庫爾
森背景，更懷疑他曾在有關案
件的聽證會中包庇庫爾森。
法官批評卡梅倫前日就聘

用 庫爾森道歉，可能影響
陪審團對庫爾森其他控
罪的審議。卡梅倫秘書
則指他只是就庫爾森
已被判罪的竊聽罪道
歉，並已小心未有就
其他尚在審議的罪名
置評。
至於竊聽醜聞另一

主角、新聞國際前總裁布
魯克斯則獲判無罪。布魯克斯

與丈夫查利跟卡梅倫是多年朋友，但當年爆出竊聽
醜聞後，卡梅倫曾要求布魯克斯辭職。查利日前坦言對卡梅倫
感到失望，又批評當局搜查兩夫婦住宅時，把他們當成「恐怖分
子」，連女兒的嬰兒床都要徹底搜查。 ■英國廣播公司/《衛報》

曾轟動全球的英國《世界新聞報》竊聽案，倫敦中央

刑事法院前日裁定該報前總編輯庫爾森竊取通訊罪成。

分析指，這意味新聞集團或遭檢控，包括傳媒大亨梅鐸

在內的一眾董事將可能面臨刑責。英國《衛報》報道，蘇格蘭

場已正式聯絡梅鐸，要求他就旗下報章竊

聽接受問話，而梅鐸兒子、曾擔任新聞國

際英國主席的詹姆斯亦是調查對象。

今次審訊被部分英媒形容為「世紀審訊」，由開審至宣判
歷時8個月，整體費用料高達1億英鎊(約13億港
元)，是英國史上最昂貴的刑事案官司之一。
報道指，計算入場調查電話竊聽、記者賄賂
官員和入侵電腦的開支，加上其他相關調查，
蘇格蘭場至今已花費最少3,270萬英鎊(約4.3
億港元)。由於調查仍未完結，前副助理警察
局長埃克斯透露，最終賬單可能高達4,000
萬英鎊(約5.3億港元)。
由於事關重大，控方聘請三名資深大
律師，開支約80萬英鎊(約1,054萬港
元)。若再加上法官薪酬、租借場
地、出庭證人車馬費等支出，預料
政府在審訊的整體開支達4,700萬
英鎊(約6.2億港元)。
相比之下，新聞集團的花費更
昂貴，集團資助其中6名被告的
訟費，估計接近5,000萬英鎊(約
6.6億港元)，仍未包括竊聽醜
聞對集團造成的經濟損
失。集團至今為醜聞耗
費近6億英鎊(約79億
港元)，有人更估計支
出或高達 10 億英鎊
(約132億港元)。

■《每日電訊報》

英最貴刑事官司之一
燒錢13億

英國傳媒界對裁決結果持不同解讀，梅鐸
旗下報章把重點放在新聞國際前總裁布魯克
斯脫罪，其對手報章則集中報道《世界新
聞報》前總編輯庫爾森被定罪，形成雙方
均聲稱獲勝的罕有局面。
英國《太陽報》在頭版刊登布魯克斯
的圖片，標題寫上「小報的好日
子」，形容今次裁決是英國公義的勝
利，又批評《衛報》等報章未審先
判，極力將布魯克斯妖魔化。同屬
梅鐸旗下的《泰晤士報》則承認新
聞國際確有犯錯，但認為布魯克斯
獲判無罪，反駁了政府聲稱要加強
監管媒體根本無必要。
當年在揭發醜聞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衛報》，形容庫爾森被定罪反映
《世界新聞報》充斥犯罪行為，又發
表社論批評部分傳媒曾經視私隱為無
物，形容「那個時代已經告終」。英國
《金融時報》則形容裁決是梅鐸一次
「昂貴的勝利」。 ■法新社

一定罪一放生
兩傳媒陣營同「報」捷

■■卡梅倫被質疑聘請庫爾森前未有調查
卡梅倫被質疑聘請庫爾森前未有調查

對方背景對方背景。。圖為他在國會發言圖為他在國會發言。。 美聯社美聯社
■■獲判無罪的布魯克斯與丈獲判無罪的布魯克斯與丈
夫離開法庭夫離開法庭。。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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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纍纍，並用「完全破產」
形容當時窘境。但共和黨踢爆
二人其實收入豐厚，指希拉里
「不知民間疾苦」。二人前日
一同出席「克林頓全球倡議」
會議，克林頓全力護妻，指他
們的財富無阻希拉里理解國民
的經濟問題。
對於外界指希拉里身家豐
厚，克林頓會上為妻子辯護。
他指討論重點應放回政治領袖
能否應對「這時代的核心挑
戰」，而非他們一家的財富，
又表示希拉里在大學時期已為
窮人提供法律援助。
傳媒前日再披露希拉里定於
今年10月到拉斯維加斯的內華
達大學演講，將收取22.5萬美
元(約174萬港元)巨額演講費。
■美聯社/路透社/《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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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政府周一與
烏東武裝分子達成停
火協議，但衝突未見
平息，前日更有一架
烏軍直升機在烏東遭
武裝分子擊落，機上
9人全部遇難。總統
波羅申科尋求與俄羅
斯總統普京緊急對話，商討局勢發展；又下令
烏軍若遭攻擊要「毫不猶疑還火」，更不排除
可能提前取消停火令。

俄上院撤對烏動武授權
烏「反恐行動」發言人謝列茲尼奧夫前晚表

示，出事直升機向烏軍哨站運送物資後，返航
途中在東部斯拉維揚斯克附近山區被肩托式防
空火箭炮擊落。烏新聞局表示，自停火協議達
成以來，烏東民兵向政府軍開火多達35次。
據法新社報道，烏軍昨晨對斯拉維揚斯克發

動新一輪炮擊，武裝分子用防空炮火及重型機
槍還擊。

俄羅斯議會上院昨日按照普京意願，通過
撤銷有關授權普京對烏動武的決議。正出訪
奧地利的普京表示，此舉是要鼓勵烏克蘭
「和平進程」，但強調會堅決保護俄在烏克
蘭的利益。
美國歡迎普京的決定，不過白宮發言人希望

普京採取實際行動平息衝突。波羅申科則形容
普京的決定「走出了實際的一步」，但有烏官
員批評普京此舉只是象徵姿態。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王民前日在紐約聯合

國總部表示，政治解決是化解烏危機唯一出
路，呼籲各方落實停火共識。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俄羅斯新聞網

停火令或取消

■■被火箭炮擊落的直升機變成廢鐵被火箭炮擊落的直升機變成廢鐵。。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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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希拉里

庫爾森庫爾森
竊取通訊罪成竊取通訊罪成

梅鐸梅鐸
被傳召問話被傳召問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