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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三總統
遭竊聽內容
繼德國之後，美國國家安全

奧朗德
憂希臘脫歐

局(NSA)再被揭發竊聽另一盟友法國。洩
密網站「維基解密」前日公開一批機密文件，聲

■

稱國安局至少從 2006 年至 2012 年 5 月間，先後監聽法

最

新披露的「監聽愛麗舍宮」密件共有 5
份，全部被國安局列為「最高機密」，
屬於結論性文件，即情報人員竊聽 3 任法國
總統後，綜合和分析通話內容所撰寫，描
述了 3 人施政和決策行為的特點。報道
稱，5份密件中只有2份是讓「五眼聯盟」
(美、英、澳、紐、加)成員共享，其餘都
是美方專用，供國安局負責人和情報系
統高層閱讀。

黎舉行秘密會議，商討
歐元區危機，尤其是希

國總統希拉克、薩科齊及奧朗德，涉及內容包括法國應對
上一次希臘債務危機的決策過程等機密資料。事件震驚法國

臘退出歐元區的後果。
文件說，奧朗德較早前

朝野，法國國會法律委員會主席於爾沃阿則指，事件再

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談
後，曾抱怨沒有達成實

次顯示美國眼中沒有盟友。

質結果，奧朗德更擔心
希臘人可能因此投票選
出一個極端政黨。

監聽多個部門 兩國關係勢損

薩科齊
自認「救世主」

密件同時由法國左翼報章《解放
報》及新聞網站 Mediapart 整理發
布，當中最新一份於 2012 年 5 月
22日完成，即現任法國總統奧朗
德就任後一星期。文件顯示，
2012 年 5 月 18 日，奧朗德與時
任總理埃羅見面，同意在巴黎
舉行秘密會議，討論希臘可能
脫離歐元區產生的影響，又要
求私下會見德國在野黨成員。
文件描述當時奧朗德強調要將
會議保密，免得外界以為法國
正認真考慮希臘脫歐一事。
另一份 2008 年密件顯示，時
任法國總統薩科齊自認是「唯一
能解決金融危機的人」；2006 年
一份密件則記載了時任總統希拉
克任命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安排。
當地媒體評論認為，事件這充分
顯示美國對法國等盟國的猜忌和不信
任，法美關係以至歐美關係將進一步
受到衝擊。報道指出，雖然密件並沒
有披露太多法國國家機密，但顯示了美
國國安局監聽法國政府最高層這一事實。
《解放報》認為，無法確認美國實際上掌
握多少法國機密情報，但從密件內容來看，
可以肯定美國監聽了 3 任法國總統、重要閣員
和法國駐美大使的手機，以及法國財政部、農業
部、國防和國家安全秘書處的固網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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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對歐洲和全球有責
任準備行動，解決全球

前任總統

奧朗德

■

薩科齊
希拉克

■

無無盟盟友友

美國

竊聽法三任總統

奧朗德薩科齊希拉克中招

有熟悉談判進程的外交官透露，
中國已表示願協助伊朗改變阿拉克
重水反應堆的用途，法國負責處理
核廢料，核安全工作則由英國承
擔，伊朗僅擔當項目擁有人及管理
者。

2010 年一份文件顯示，
薩科齊打算就雙邊情報
合作協議提案延誤，向
美國總統奧巴馬抗議。

前任總統

6國向伊朗提供核設施

美聯社獲取的草案名為《民用核
能合作》，日期是 6 月 19 日，內文
仍有多處用括號框起，反映各方仍
有眾多分歧。美國希望最終協議能
限制伊朗在至少10年內無法發展核
武，同時消除伊朗在協議屆滿後藉
宣稱需擴大核計劃來製造核武的空
間，因此 6 國在草案中承諾向伊朗
提供輕水式核反應堆，取代該國接
近完工的阿拉克重水反應堆。

金融危機」。

現任總統

事件引起法國朝野高度關
注，奧朗德昨召開國防會議，
愛麗舍宮其後發表聲明，批評國
安局的行為「不能接受」，又要求
美國嚴格遵守此前的承諾。法國外長
法比尤斯昨日召見美國駐法大使，並派高
級情報官員到美國了解事件。法國駐美大使阿
羅德則試圖為事件降溫，表示「所有外交人員
都知道自己會被監聽，而且不止被單一國家，
■ 美國駐法大使
這就是現實。」
哈特利。
哈特利
。 法新社
法國執政社會黨批評華府對盟國政府進行系
統性間諜活動令人「驚愕」。薩科齊的幕僚指這種監聽方式無法接受，
希拉克則暫未有回應。奧朗德昨日與奧巴馬通電話，討論事件。法國總
理瓦爾斯表示，美國必須盡一切方法修補美法關係。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前晚回應事件時，未有證實密件的真確
性，但表示華府「現在及將來」都不會監聽奧朗德，又指美法關係不可
或缺。美國國務院則拒絕回應。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中國願助重整重水反應堆

2008 年一份題為「薩科
齊自認是唯一能解決全
球金融危機的人」的文
件，記錄他如何「認為

法召見美大使 白宮拒證實

伊朗核談判限期將於月底屆滿，
美、俄、中、英、法、德等 6 國與
伊朗代表昨日展開新一輪會談。美
聯社取得的協議附錄草案顯示，6
國願提供高技術反應堆及先進設
備，換取伊朗停止核武研發。伊朗
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前日表示，
不接受長期凍結核研究，亦不接受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人員進入軍
事設施，顯示伊朗立場或轉趨強
硬。

2012 年 5 月 22 日一份文
件顯示，奧朗德曾於巴

第 3 份 2011 年的文件，
描述薩科齊決定繼續推
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
啟直接和談，他曾考慮
邀請時任俄羅斯總統梅
德韋傑夫，在沒有美國
參與的情況下聯合提出
倡議，並就巴勒斯坦建
國向奧巴馬下最後通
牒。

希拉克
聯國特使任命
■

2006 年一份文件描述希
拉克和外長討論聯合國
特使任命案的對話。
維基解密/法新社

曾監聽默克爾

語言偽術如出一轍

■默克爾
默克爾（
（右）曾向奧巴馬追究
曾向奧巴馬追究。
。

美國中情局(CIA)前職員斯諾登
在 2013 年揭露華府監聽多國領導
人，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引起
軒然大波。默克爾曾就此向美國
總統奧巴馬興師問罪，但奧巴馬
大玩語言偽術，僅稱「現在及將
來」不會監聽，避談過去有否監
控，跟白宮在今次事件中對法國

的回應一模一樣。
美國去年再被揭發試圖利用一名
雙重間諜刺探德國情報，令德美關
係一度跌至谷底，不過之後已逐漸
回暖。德國當局早前宣布中止對美
國涉嫌監聽默克爾手機的調查，聲
稱沒有足夠證據支持法律行動。
華府被揭發監控的領導人還包
括巴西總統羅塞夫及墨西哥總統
涅托，其中羅塞夫更一度取消原
定往美國的國事訪問，以表不
滿。不過美國及巴西關係之後有
所改善，羅塞夫公開表示奧巴馬
政府沒直接責任，為雙方提供了
下台階。
■英國廣播公司

沙特密件：伊曾供蘇丹離心機
另外，洩密網站「維基解密」
公開的文件顯示，駐蘇丹的沙特
阿拉伯外交人員相信，伊朗曾在
2012 年向蘇丹運送濃縮鈾快速離
心機等先進核設備。文件由沙特
大使館發出，稱載有離心機的
伊朗貨櫃被運到蘇丹首都喀
土穆機場。沙特政府指
「洩密文件」可能是
偽造，亦未評論特
定文件，伊朗官
員 則 拒 絕 置
評。
■美聯社/
法新社/路透社

■ 「 維基解密
維基解密」
」 公開 5 份機密文
件，揭露國安局監聽希拉克
揭露國安局監聽希拉克、
、薩科
齊及奧朗德。
齊及奧朗德
。
資料圖片

容包括再提高增值稅和大幅削減公共支出，但已遭希
方拒絕。齊普拉斯昨透過微博 twitter 發文，稱在此前
愛爾蘭或葡萄牙的債務談判中，債權人都未曾一而
再、再而三拒絕方案，宣稱「若非有人無意達成協
議，便是背後藏有特殊利益。」

黨友倒戈時間無多 或被迫下台
希債談判僵持多月，面對逐漸迫近的還債期限，齊
普拉斯最終放棄部分「紅線」，提交一份作出多項讓
步的改革方案，引起希臘國內激烈反應。有執政黨激
進左翼聯盟成員批評方案等同「希臘的墓碑」，揚言
會在國會投反對票。數千名退休人士前日在雅典示
威，抗議方案令民眾生活百上加斤。

歐元區財長昨日開會，商討希臘改革方案細節，據
報德國已要求希臘最遲下周一全面通過改革法案。希
臘官員指出，齊普拉斯說服黨友的時間根本不夠，擔
心方案或在國會觸礁，齊普拉斯更可能被迫下台。有
分析甚至質疑，是否有勢力想藉此推動希臘變天。
激進左翼聯盟在國會只擁有 10 席的優勢，意味只要
少量議員倒戈或缺席投票，已可能令法案觸礁。分析
指，齊普拉斯或被迫尋求國會內親歐政黨支持，此舉
雖可能讓方案通過，卻會嚴重損害他的威信，等同飲
鴆止渴。希臘官員又擔心，即使及時通過方案，歐盟
也會要求待希臘實施改革後才放行貸款，無助希臘應
付下周二的還債死線。
■英國《金融時報》/《衛報》/《每日電訊報》

美股早段跌 點

希臘債務
談判一波三
折，總理齊
普拉斯早前
作出讓步，
向國際債權
■齊普拉斯
齊普拉斯((左)稱「若非有人無意達 人 提 交 新 改
成協議，
成協議
，便是背後藏有特殊利益
便是背後藏有特殊利益。」
。」 革 方 案 ， 以
換取放行新
一筆援助貸款，初步反應普遍正面。不過有歐盟官員
昨日透露，各方就退休金制度及企業稅等細節仍存在
分歧，談判未見突破，德國官員更稱距離完成談判尚
遠。希臘政府亦承認國際債權人提出「反提案」，內

希債談判或落空

歐逼希再讓步 齊普拉斯：
「有人不想達成協議」

美國商務部昨日向上修正
首季國內生產總值(GDP)，
# 但市場更關注希債談判達成
協議的期望可能落空，拖累
美股昨日低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早
段報 18,080 點，跌 63 點；標準普爾 500 指
數報 2,121 點，跌 2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
數報5,153點，跌6點。
除了英股外，歐股中段普遍下跌。英國
富時 100 指數中段報 6,852 點，升 17 點；
法國CAC指數報5,046點，跌10點；德國
DAX指數報11,463點，跌78點。
美國首季 GDP 經修訂後，由原先收縮
0.7%，向上修正為收縮 0.2%，主要因為
消費者開支較預期強勁。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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