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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航遇難者信用卡被盜用

歐商加強制裁 擬禁買俄銀行股債

促驅逐普京女兒 荷市長道歉

馬航馬航MHMH1717客機是被哪方擊落未客機是被哪方擊落未

有定論有定論，，其中一個爭論焦點其中一個爭論焦點，，是是

烏東民兵是否擁有足以擊落客烏東民兵是否擁有足以擊落客

機的武器機的武器，，但就連武裝分子亦但就連武裝分子亦

出現出現「「羅生門羅生門」。」。一名民兵一名民兵

指揮官接受路透社專訪指揮官接受路透社專訪

時時，，首次承認擁有首次承認擁有「「山山

毛櫸毛櫸」」地對空導彈地對空導彈，，不不

過指責是烏克蘭刻意過指責是烏克蘭刻意

引 誘 民 兵 發 射引 誘 民 兵 發 射 。。

「「頓涅茨克共和頓涅茨克共和

國國」」領袖博羅代領袖博羅代

接受英國廣播接受英國廣播

公司公司(BBC)(BBC)訪訪

問時問時，，則否則否

認 擁 有認 擁 有

「「 山 毛山 毛

櫸櫸」。」。

接受路透社訪問的民兵領袖名為霍達科夫斯基，
曾是頓涅茨克反恐組織「Alpha」的主管，現任

民兵「東方營」指揮官。他承認在馬航MH17失事當
日，民兵確實擁有「山毛櫸」導彈，而事後相信已運
返俄羅斯避嫌。

客機飛過前夕 烏空襲部署位置
霍達科夫斯基指出，即使馬航客機真是遭「山毛櫸」

擊落，烏方亦責無旁貸。他稱烏方早已得知民兵部署導
彈的位置，卻蓄意在客機飛過前夕，對該處實施無必要
的空襲，明顯是要引誘民兵發射導彈，指控今次慘劇是
烏方「精心部署」。美國情報官員早前表示，民兵很可
能是誤把客機當成烏方軍機擊落。
不過博羅代接受BBC訪問時，堅稱事發地區並沒「山
毛櫸」，又稱目前所有證據均是偽造。他反駁外界指民
兵不尊重死難者遺體，稱他們是聽從歐洲安全與合作組
織(OSCE)調查員指示，不移動遺體等待國際專家到來，
結果等了足足三日沒人來，令遺體在烈日下曝曬。不過
OSCE發言人否認有向民兵下指示。

美口講無憑 俄促公布證據
美國早前聲稱擁有衛星及其他「技術」情報，證明擊

落客機導彈發射自烏東
民兵控制地區。俄羅斯
副防長安東諾夫昨質疑
說法，稱如果美國擁有
確實證據，應將它們公
諸於世，而不是單憑口
說作出指控。
第二批罹難者遺體昨

運抵荷蘭，而客機黑盒
已運到英國進行檢查和
分析。國際民航組織(ICAO)調查員表示，其中一個黑盒
雖外部受損，但相信無影響裡面的數據，亦沒證據顯示
黑盒資料曾遭竄改。BBC則引述英國政府消息指，客機
墜毀的現場證據遭刻意破壞，包括死者遺體被搬動、客
機殘骸混入其他飛機殘骸。
■法新社/路透社/俄新社/英國廣播公司/英國天空電視台

英揆收俄裔富豪捐款
被轟誠信破產

烏克蘭馬航空難後，英國首相卡梅倫是對俄羅斯態度最強硬的
西方領袖之一，更公開批評法國向俄售武，引致英法隔空對罵。
不過英國國會前日一份報告揭發，政府繼續維持大批對俄出口武
器牌照，卡梅倫亦拒絕退回一筆由前俄高官提供的政治捐款，令
輿論質疑他「講一套做一套」，誠信破產。
執政保守黨早前在籌款晚宴上，拍賣與卡梅倫和倫敦市長約翰

遜打網球的機會，最終由一對入籍英國的俄裔夫婦以16萬英鎊
(約210萬港元)投得。男方切爾努欣在2000年代初期曾為俄總統
普京擔任副財政部長。
在野工黨批評「卡梅倫將遭普京恥笑」。工黨又稱，保守黨很
多捐款都是來自與俄政府有關連的人，估計涉及91萬英鎊(約
1,197萬港元)。

英王室收錢助俄富商發展
英國傳媒亦揭發，不少英國貴族乃至王室成員都與俄羅斯富豪

關係密切，並收受俄富豪好處，協助他們在英國發展業務、打進
上流社會。
英國電視台第4台節目《Dispatches》在5年前，披露俄財團
Alfa高級副主席巴巴耶夫於莫斯科商務會議發言的錄音，他指只
需用數千英鎊，聘請英國上議院資深議員出任公司顧問或非執行
董事，便可提高公司在英國的地位及知名度，並在英國上巿、與
英企做生意。 ■法新社/路透社/《每日電訊報》/《每日郵報》

墜毀馬航客機大部分死者為荷蘭
人，有荷蘭民眾遷怒俄羅斯總統普

京，有政客更呼籲將居於荷蘭的普京女
兒瑪麗亞驅逐出境，引起激烈反響，他
稍後為其「不明智」的言論道歉。
28歲的瑪麗亞與荷籍男友法森居於海

牙市郊高尚住宅區福爾斯霍滕一個頂層
複式單位。馬航事件後，有反普京分子
在微博twitter公開她的住址，呼籲荷蘭
民眾到住所外示威。
海牙希爾弗瑟姆市長布勒爾徹前日在

電台訪問中，要求驅逐瑪麗亞出境，他
事後為言論道歉，解釋因感到無助才失
言。有網民更表示，若子女要為父親的
行為負責，荷蘭王后馬克西瑪早應被逐
出境。馬克西瑪的父親曾於阿根廷前軍
政府擔任部長。
馬航空難193名荷蘭死者中有9人來

自海牙，包括一個4口家庭、一名17歲
女學生等。女學生父親為瑪麗亞主持公
道，認為她未必與事件有關。

■《每日郵報》/法新社

歐盟昨日召開外長會議，討論歐洲委
員會制訂有關加強制裁俄羅斯的建議，
包括禁止歐洲人士買入俄國營銀行新發
行的股票及債券，範圍較美國早前公布
的類似制裁更廣。但部分歐盟國家不贊
成在資本市場實施制裁，因此料難獲全
體28個成員國一致通過。
歐委會前晚向各歐盟成員國發出10
頁備忘錄，建議禁止歐洲人士購買俄
國營銀行新發行的股債，並禁止俄銀
行在歐洲證券交易所掛牌，阻止俄透
過歐盟股市集資。建議不包括禁止俄
拍賣國債，以免俄禁購歐盟成員國國
債報復。

制裁建議針對所有俄政府持股逾5成
的銀行。俄國國營銀行控制國內大部分
銀行資產，備忘錄估計俄國營銀行去年
發行的158億歐元(約1,649億港元)債券
中，便有75億歐元(約783億港元)在歐盟
市場交易。
建議認為限制俄國國營銀行進入資本

市場，將增加其集資成本，削弱它們為
俄經濟提供資金的能力，同時會製造市
場不明朗氣氛，或影響俄營商環境，加
速資金外流。
歐委會還建議限制對俄出口敏感技

術，包括俄國能源業所需的部件。
■英國《金融時報》/路透社

馬航MH17客機在烏克蘭墜毀後，
事故現場附近遺下大量乘客物品。由
於調查人員無法及時到達現場，不少
遇難者的手機、錢包、相機、首飾等
貴重物品被當地武裝分子偷走，更有
死者信用卡被盜用。
一名南非籍死者的遺孀發現丈夫的

信用卡在烏克蘭被盜用，有荷蘭籍死
者家屬撥打遇難親人手機，電話另一
端竟傳來「東歐口音」。電訊公司其
後同意破例在毋須出示死亡證的情況
下，將有關手機停機。

■news24網站/
《悉尼先驅晨報》

■霍達科夫斯基指責烏克蘭
引誘發射導彈。

■■調查人員表示調查人員表示
沒證據顯示黑盒沒證據顯示黑盒
資料曾遭竄資料曾遭竄
改改。。
路透社路透社

■■普京與前妻及瑪麗普京與前妻及瑪麗
亞亞((左左))。。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遺體陸續運抵遺體陸續運抵
荷蘭荷蘭。。 法新社法新社

■■車隊運送車隊運送MHMH1717遇遇
難者遺體難者遺體。。 法新社法新社

總理辭職抗議
烏克蘭政局動盪，總理亞采紐克昨日宣布辭職，以抗議國會執

政聯盟解散。報道稱，多個政黨預期提早在今秋大選，因此退出
執政聯盟「歐洲選擇」，亞采紐克指
不滿執政聯盟破裂及政府提案受阻，
因此提出辭呈。
另外，烏克蘭國會議長圖爾奇諾夫昨

宣布解散國會的共產黨黨團，指截至本
月1日，該黨團議員從33人減至23人，
大大低於黨團的最低人數標準，因此根
據國會法規第4部分第60條，宣布「解
散烏克蘭第7屆國會的共產黨黨團」。

■法新社/俄新網

■■亞采紐克在國亞采紐克在國
會發言會發言。。 法新社法新社

烏執政聯盟解散

星樓價高企「減辣言之尚早」 美簽證資料庫故障
美國多位官員前日表示，國務院發放旅遊證

件的全球資料庫當機，導致美國護照和簽證發
放工作大延誤，可能影響全球數百萬人。
國務院發言人哈夫稱，領事綜合數據庫

（Consular Consolidated Database，CCD）出
現不明問題，導致重大功能故障，包括電力中
斷，自上周六以來導致護照、簽證和美國公民海
外出生回報申請程序延誤。有美國大使館官員表
示，光是1個國家就有約5萬申請人受影響。
該數據庫是國務院數據紀錄系統，用來核

准、記錄和製作簽證和其他文件，確保對申請
人做國家安全查核。哈夫表示正致力修正問
題。 ■綜合報道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昨表示，目前冷卻樓市措施有助樓
價降溫，但樓價仍處於高位，放寛調控樓市措施是言之
尚早。
局長孟文能指出，當地樓價於過去4年大升60%，最

近3季下跌3.3%，但仍處於高位。他認為「風險因素不
變」，槓桿比率高的家庭債務水平仍高。
新加坡房地產顧問公司Chesterton Singapore Pte總
經理唐納．韓(譯音)指出，樓市交投量跌幅遠超樓價跌
幅，「目前是樓價調整初期」。吉寶置業行政總裁汪偉
義(譯音)預計樓價會持續下跌。

削通脹預測 料增長4%
新加坡金管局將今年通脹率預測由1.5%至2.5%，下

調至1.5%至2%，因打擊樓巿措施有助穩定樓價及租
金。撇除汽車及住宅價格的核心通脹率預測維持2%至
3%，高於上半年的2.1%。
新加坡上半年經濟增長放緩，但局方對下半年表現仍

樂觀，展望將「溫和增長」，預計全年增長2%至4%。
■《華爾街日報》/彭博通訊社/
AsiaOne Business網站/路透社

海難拖累增長
韓國「世越」號海難影響當地經濟，上季錄得3季
以來最低增長。財政部昨日宣布增加11.7萬億韓圜
(約881億港元)政府開支以刺激經濟，另會為中小企
提供29萬億韓圜(約2,183億港元)貸款或財政支援，
同時放寬按揭規定，以刺激房地產市場。
韓國央行公布第2季增長按年升3.6%，升幅較上

季跌0.3個百分點，另按季增長0.6%，為一年多以來
最慢；消費者支出跌0.3%，是自2011年第3季以來
最差。財政部並將今年增長預測由 3.9%調低至
3.7%。
總統朴槿惠早前提出要盡一切辦法振興經濟，財政
部長崔炅煥承諾會採取重大行動，投資者認為央行最
快或下月減息。 ■美聯社/路透社

阻數百萬人

■■新加坡樓價於過去新加坡樓價於過去44年大升年大升6060%%。。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韓斥881億谷經濟

馬航MH17空難首批遇
難者遺體前日運返荷蘭，
美聯社搶先報道消息，結
果誤將「crash 」(撞毀)和
「lands」(降落)兩字一起
使用，讓人以為運送遺體
的軍機出事，要緊急迫
降。美聯社連忙澄清，證
實虛驚。
美聯社前日上午在微博

twitter搶報消息，指「運
載馬航MH17空難遺體的
荷蘭軍機在埃因霍溫降
落」(Dutch military plane
carrying bodies from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17 crash lands in
Eindhoven)，文法上並無
錯誤，但因「crash 」和
「lands」相連使用有「緊
急迫降」之意，令人產生
誤解。美聯社數分鐘後再
發微博刪走「crash 」，直
接指「運載馬航遺體的荷
蘭軍機在埃因霍溫降
落」。 ■myfox8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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