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3 國際新聞 ■責任編輯：孫志賢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

泰國是香港人及歐美遊客的旅遊熱點，去
年有近3,000萬人到訪，不過當地近年政局動
盪，月前更有英國遊客遇害，令外界關注泰國
的旅遊安全。澳洲記者斯特普爾頓最近出書，
指泰國是「世上最危險的旅遊地」。

犯罪率高 警收賄款懶理投訴
斯特普爾頓自1970年代起多次到訪泰國，
但4年前在曼谷定居後，方真正認識叫他着
迷的度假天堂，於是撰寫《泰國：奪命終
點》一書，披露當地怡人風景背後的黑暗真
相。
斯特普爾頓指，泰國涉及外國遊客的犯罪率

及意外率極高，但當局從未正視問題。他本身
就試過多次在酒吧被下藥、搶劫或扒竊，連護
照亦被盜，但警員收了酒吧老闆的賄款，根本
不會理會遊客的投訴。

民族主義感強 討厭外國遊客
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間，共有389名英

國人在
泰 國 遇
害。今年 9
月中，兩名英國遊
客伏屍泰國龜島，令國際
嘩然，但斯特普爾頓指，熟知
泰國民情的人對此絕不驚訝，因泰國
人民族主義感強，非常討厭外國遊客，尤其
當外國人愈來愈多，反感便愈強。
斯特普爾頓也批評泰國政局不穩，軍方多番

干政，對當地前景不表樂觀，他說：「泰王病
重、王位繼承問題多多、民主制度脆弱、經濟
陷入衰退，政府內部貪腐嚴重……已一步步邁
向內戰邊緣。」

■《星期日郵報》/《星期日電訊報》

美國、日本及澳洲領袖昨日在G20
峰會召開三邊會談，同意提升軍事
合作及網絡安全，加強亞太地區海
洋安保，暗把矛頭指向中國。分
析指，美國和亞洲盟國試圖進一
步加強針對中國的「統一立
場」。
美國總統奧巴馬、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及澳洲總理阿
博特的會談，是2007年
以來首次三國首腦會
晤。三人在會後發表
聯合聲明，表示同
意在國防事務上維
持更緊密合作、

加強海洋安保、維
護 飛 行 和 航 行 自
由，又聲稱需依照
國際法和平解決爭
端。
白宮稱今次聲明

並非要向中國傳遞
訊息，又表示三邊會談早於一年前已
安排。雖然聲明沒點名提及中國，但
評論認為有暗指中國在南海主權爭議
中的角色。

三國明年聯合軍演
澳斥1696億購日潛艇

聲明亦無提及具體軍演或美軍增駐

澳洲等事項，但澳國防官員透露，日
本自衛隊或參與明年6月在昆士蘭舉
行、兩年一度的美澳聯合軍演。澳洲
還將斥資250億澳元(約1,696億港元)向
日本購買12艘隱形潛艇，三方昨一致
同意促進潛艇等防衛裝備的技術合
作。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華爾街日報》/英國廣播公司

峰會東道主、澳洲總理阿博特會前表明，希望
峰會焦點能集中於全球經濟增長，因此提出

《布里斯班行動計劃》。計劃提出800多個項
目，包括減少貿易保護主義、促進全球貿易
等，並承諾在悉尼建立全球基建中心，在
2030年前合力縮小70萬億美元(約543萬億
港元)的「基建投資缺口」，基建中心主要
由澳洲出資，中國、英國、沙特阿拉伯、
韓國、墨西哥及新加坡均會提供資金協
助。
會議亦協議處理全球暖化問題、打擊跨
國企業逃稅活動、強調能源安全的重要
性、改善貧窮問題，又訂下在2025年之前
縮窄男女就業人數差距至25%，相當於有1
億多名女性投入勞動市場。

成員國公開計劃 互相監察進度
G20峰會多年來被批評流於空談，不見實際行
動，阿博特表示，《布里斯班行動計劃》和各成員國的
刺激經濟計劃均會公開，讓公眾監察，成員國之間亦會
互相監察進度。他表示若能達成目標，受惠的不
僅限於G20成員國，而是全球所有國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指今屆峰
會「效率很高」，她與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均對
計劃表示歡迎。不過面對中國、日本增長放緩
及歐洲陷衰退邊緣，有分析認為，若要達致
2.1%的額外經濟增長，各國須履行全數800
多項措施，但這幾乎不可能實現。
峰會另一焦點是俄烏局勢，阿博特嚴詞要
求俄羅斯配合馬航MH17客機被擊落事件
的調查，美、英、德3國則警告若俄軍不
撤出烏克蘭，將加強對俄制裁。普京表示
要解決烏危機不是不可能，但未加以詳細
闡述。

普京提早回國「睡覺」
驅逐德外交官報復

普京昨日在峰會公報發表前提早離
場回國，分析認為他明顯不滿西方國
家在烏克蘭問題上窮追猛打；普京則
表示，提早離場是因回國路程遙
遠，「需要時間睡眠」，又讚揚峰
會氣氛「有建設性」。
俄羅斯昨日宣布驅逐一名德國外
交官離境，以報復柏林政府早前驅逐一名懷疑
俄羅斯間諜。報道指，德國政府以往也曾驅逐懷疑
是他國間諜的人員，但做法非常低調，俄羅斯這次高
調反應顯得不尋常，相信可能與烏克蘭危機及普京在
G20峰會被針對有關。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G20谷經濟
藉800項基建貿易項目 製造數百萬職位

泰國警方昨日在一個寄
往美國拉斯維加斯的郵包
內，發現多具製作為標本
的嬰兒屍體殘肢，包括一
個頭顱和多隻腳，以及多

塊人皮，其中一塊有紋
身，相信屬於成年人。當
局相信殘肢屬於多名死
嬰，將送往化驗，以調查
他們是出生後夭折抑或是

胎死腹中。
由於殘肢保存在甲醛溶液

器皿中，警方相信是作收藏
或教育用途，但拒絕透露更
多詳情。當局指，曼谷一名
速遞公司職員處理包裹時，
發現裝有殘肢。 ■法新社

極 端 組 織
「伊拉克和黎
凡 特 伊 斯 蘭
國」(ISIL)昨日
在網上發布影片，

宣稱已處決美國人質
卡西格。影片與ISIL此前發布的斬首
影片不同，沒有顯示斬首過程，只見
一名操英國口音的ISIL成員站在血淋
淋的頭顱旁邊，指死者是卡西格。白
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正核實片段真偽，
若影片屬實，卡西格將是3個月內第5
名遭ISIL處決的西方人質。
26歲的卡西格曾於美軍服役，

2007年派駐伊拉克，退役後在中東
成立醫療慈善團體，但去年10月在
敘利亞被擄。上月初ISIL發布英國
人質亨寧被處決的影片時，也曾加入
卡西格的影像，並揚言下一個處決的
便是他。
昨日發布的影片全長16分鐘，當中

加插一段相信是一批敘利亞士兵被集

體斬首的片段。片中武裝分子向美國
總統奧巴馬放話，稱美軍沒有撤出伊
拉克，只是藏在敘利亞反對派、庫爾
德族武裝及伊拉克軍等傀儡的背後繼
續活動，「今天第一名美國十字軍葬
身於此，將等待你的大軍到來。」

劊子手「約翰」與巴格達迪
傳遇襲受傷

另外，英國《星期日郵報》昨日聲
稱，美軍前日空襲伊拉克西部加伊姆
一個燃料庫時，殺死約10名ISIL指揮
官、擊傷40多人，據稱傷者包括早前
被指參與人質斬首行動的劊子手「約
翰」，以及ISIL領袖巴格達迪。
報章引述一名加伊姆醫院護士

指，傷者名單中出現「賈爾曼」
(JALMAN)的名字，即「約翰」的伊
斯蘭名。英國外交部表示已接報相
關消息，但未能證實真偽，正在調
查中。 ■法新社/路透社/霍士電視台/
《星期日郵報》/《星期日電訊報》

日本沖繩縣昨日舉行縣知事選舉，無黨
派、但獲日本共產黨、社民黨、生活黨等
多個政黨支持的前那霸市長翁長雄志，擊
敗現任知事仲井真弘多當選。翁長雄志反
對美軍普天間基地搬遷，主張不允許建造
新基地，是勝出的主要原因。這次選舉結
果對盛傳將於日內解散眾議院的首相安倍
晉三而言，是另一次重大打擊。
安倍及執政自民黨在這次選舉中支持仲
井真弘多角逐連任，後者去年不理沖繩居

民反對，答應安倍政府要求，將美軍普天
間基地遷往沖繩本島邊野古，引起選民不
滿。昨日投票中仲井真得票只有約26萬，
比翁長少10萬。

阻魚鷹運輸機部署沖繩
翁長當選後表示，投票結果反映仲井真

的決定有違民意，他會向東京及美國政府
傳達沖繩民眾的意願。翁長同時表示，將
會竭力撤銷已獲批的新基地填海工程，同

時阻止美軍魚鷹運輸機在沖繩部署。
安倍政府早前已表明新基地不會停工，

若翁長行使知事否決權，政府會循法律途
徑爭取到底。評論指若安倍漠視民心一意
孤行，將進一步打擊日本政府支持度。
目前4.7萬名駐日美軍中，逾半人員駐紮

沖繩市區，當地民眾不滿美軍造成噪音及
犯罪等問題，日本政府擬把基地遷到人口
較少的名護市邊野古地區。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共同社

在澳洲布里斯班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昨日閉幕，與會國發表名為《布里斯班行動

計劃》的公報，承諾在未來5年透過基建投資及增加貿易，為全球經濟創造逾2萬億美元

(約15.5萬億港元)財富，目標是在2018年令全球經濟額外增長2.1%，並創造數百萬個

職位。不過俄羅斯總統普京因不滿被西方聯手打壓而提早離場，令峰會蒙上陰影。

2018年額外增長2.1%

美日澳加強制華
提升亞太海洋安保

沖繩新知事反美軍基地搬遷 挫安倍施政

「伊斯蘭國」再行刑
前美軍遭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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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
實施《布里斯班行動計劃》，在

5年內額外提升經濟產值2.1%。

基建投資
推行全球基建計劃，開放私人融資促

進全球基建投資，在澳洲悉尼成立「全
球基建中心」，負責支援及協調工作。

開放貿易
實施世貿組織(WTO)去年底達成的峇里

協議，商討多哈會議未實現內容，讓貿易談
判重回正軌。

稅務及金融監管
明年底前擬定打擊跨國集團逃稅的執行計
劃；改善金融機構穩健狀況及提高金融衍生
市場安全性。

性別平等
G20成員國承諾於2025年前縮減男女就
業人口差距至25%，屆時將有多一億女性成
為新勞動力。

能源
各國領袖同意將能源歸入重心議題，各國
能源部長將就往後工作會面及匯報。

抵抗伊波拉病毒
支持緊急國際應對措施，呼籲國際金融
機構支援西非疫國。

氣候暖化
於明年首季商討2020年後各國的減排目
標；促向聯合國「綠色氣候基金」注資，支

援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

■翁長雄志
(中)當選沖繩
縣知事後高興
得手舞足蹈。

路透社

■美(左起)澳日三國領袖會晤。 彭博通訊社

■卡西格卡西格

■《泰國：奪命終點》。 網上圖片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