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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女收100美元
發明星夢變殺人

馬來西亞警方昨日先後拘捕一女
一男，令案中被捕人數增至 3

人。其中女疑犯於昨日凌晨2時在雪
蘭莪州一間酒店被捕，護照顯示她名
為艾莎，1992月2月11日生於印尼西
冷。馬來西亞《中國報》報道，艾莎
在大馬已經逗留了很長一段時間，真
正身份是夜店公關，她供稱最近才認
識其他男女疑犯，不知道他們的真實
身份，也不知道誰是金正男或金正
恩。艾莎聲稱自己只是受聘拍攝短
片，以為有機會可以走紅才答應，沒
想到會是圈套。印尼外交部其後證實
艾莎為印尼公民。

女公關馬國男被捕 警尋毒藥瓶
至於另一名被捕男疑犯則是26歲的
馬來西亞人，警方相信他是艾莎的男
友，並提供線索協助當局拘捕艾莎。
警方前日已拘捕另一名持越南護照女
子「段氏香」，法院昨日批准扣押她和艾
莎一星期，警方中午則帶同兩人到第
二吉隆坡國際機場重組案情，其間非

常低調，
未有引起注意。有消息
指，警方在段氏香的Dior名牌
袋中，發現裝有毒藥的瓶子，不
排除是用作殺害金正男的毒藥。

韓反對大馬向朝交遺體
由於艾莎的證供與段氏香相似，專

家開始懷疑兩人並非主謀，幕後另有
人指使。有大馬資深警員向傳媒表
示，最少有5大疑點證明兩女並非特工
或職業殺手，包括職業殺手不會在被
通緝後重返現場、不會在殺人後保持
原貌、不會整個殺人過程都被閉路電
視拍下、不會在殺人過程與的士司機
等陌生人過多接觸，以及不會在殺人
後留下行兇時所穿衣服等大量證據。
大馬官方和朝鮮大使館昨日正式確

認案中死者是金正男，大馬並願意向
朝移交遺體，但要待必須程序完結
後。韓國《中央日報》報道，朝鮮駐馬外
交官前日上午已嘗試取回遺體，大使
姜哲在醫院一直呆到傍晚，韓國外交
部同時插手，認為死者遺體雖應該移
交本國，但這次的事件「並不尋常」。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馬來西亞《中國報》/路透社/

法國3個月前開始爆發H5N8禽流
感疫情，截至前日已蔓延至249個農
場，當局共撲殺逾320萬隻家禽。由
於法國西南部是鵝肝和鴨肝盛產地，
業界擔心或需全面撲殺家禽才能遏止
疫情，嚴重打擊生計。

憂全面撲殺家禽
鵝肝及鴨肝業者常用的飼養家禽方
法，是讓家禽在室外走動，然後再強
迫餵食及屠宰，令家禽容易感染及傳
播病毒。法國政府早前下令爆發疫情

農場方圓1公里內的禽鳥均須撲殺，
直至疫情受控，但目前疫情仍繼續擴
散。
農業部長勒福爾周二表示，法國再

次爆發禽流感，反映鵝肝業者需檢討
營運方式，還指責部分人無遵守運送
家禽的守則。
鵝肝生產商組織「Cifog」定於昨

日在波爾多開會，商討如何應對疫
情，但對情況感到悲觀，擔心可能要
全面撲殺家禽。

■路透社

調查韓國總統朴槿惠閨蜜干政
醜聞的獨立檢察組，周二再次向
法院申請拘捕令，逮捕三星電子
副會長李在鎔和社長朴商鎮。首
爾中央地方法院昨日舉行閉門聆
訊，向兩人問話，決定是否批出
拘捕令。兩人在審問結束後轉到
羈留中心等候判決。
48歲的李在鎔昨日身穿黑色大

衣及藍色領帶上庭，進入法院時
神情嚴肅，未有回答記者提問。
一批示威者高叫「拘捕他！」防
暴警察在場維持秩序。

李在鎔被指向朴槿惠閨蜜崔順
實旗下商企及組織提供430億韓圜
(約2.9億港元)賄款，換取對方支持
三星物產與第一毛織合併。首爾
中央地方法院上月以證據不足為
由，駁回獨檢組申請拘捕李在
鎔。不過獨檢組前日表示，他們
已加控李在鎔隱瞞犯罪收益、挪
用公款、隱瞞海外資產及作假
證。若李在鎔被捕，勢阻礙三星
作出新投資或收購等決定，嚴重
打擊三星。

■法新社/路透社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同父異母兄長金正

男遇刺案，愈來愈多跡象顯示親自落

手的兩名女子是受到他人指使。大馬

警方昨日再拘捕一對年輕男女，當

中25歲印尼籍女疑犯據報是吉隆坡

一家夜店的公關，她聲稱事前有神秘

男子給她100美元酬勞，邀她參與拍攝

惡搞短片，對其他事項全不知情。朝、

韓、馬三國則圍繞金正男遺體處理方式

爆發外交暗戰，大馬副總理扎希德昨

日表示將按程序向朝方移交遺體，但

韓國政府反對，認為在查明金正男

死因前，不應將遺體交給朝鮮。

馬來西亞傳媒昨日公開據稱是吉
隆坡機場閉路電視拍下的金正男被
殺經過，他當日身穿深藍色有領T
恤、淺藍色牛仔褲及啡色鞋。遇襲
前夕，他獨自站在自助登機服務站
前，周圍只有一小群人，一直在旁
監視的兩名女子看準機會，其中一
人走到金正男面前，引開他的注意
力，另一人則從後勒住他的頸，並
快速下毒，整個過程歷時僅5秒。
金正男遇襲後站穩腳步，第一時
間走向洗手間方向，但中途突然折
返，似乎是毒力開始發作。他向詢
問櫃台職員救助，獲一名亞洲航空
女職員陪同前往機場診所。金正男
跌坐在診所一張扶手椅上，他雙目
緊閉，表情扭曲，看起來非常痛

苦。

遺言「很痛，我被噴液體」
馬來西亞《中國報》報道，金正

男以英語說了「很痛啊，很痛啊，
我被人噴射了液體」後，就一直苦
苦呻吟，之後就沒再說話。
兩名兇徒得手後分開行動，穿着

寫有「LOL」上衣的懷疑越南籍女
子，據報負責下毒。閉路電視片段
顯示，她行兇後走向扶手電梯，前
往位於下層的的士站。她左手戴有
深色手套，看似非常緊張，急於離
開案發現場。的士站服務員透露，
她默不作聲，僅向櫃台職員出示一
張卡片，上面寫有目的地，示意要
司機將她帶到上址。

不過實際行兇過程仍然有不同說
法。馬來西亞《新海峽時報》便引
述消息指，調查人員推斷其中一名
殺手可能是喬裝成女性的40歲男特
工，隸屬朝鮮特務單位偵察總局。

■馬來西亞《新海峽時報》/
馬來西亞《中國報》

從後勒頸下毒
越女5秒得手

對於金正男遇害過程，
政府及媒體的說法各異，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金正
男的死因是中毒。韓國官
員透露，金正男的屍體口
吐白沫，是中毒身亡的典
型情況。據報，當局已辨
析出行兇者使用的有毒物
質，有病理學專家猜測是
沒有解藥的蓖麻毒素，也
有人認為是雞泡魚帶有的
河豚毒素。
馬來亞大學醫學系的病

理學教授納代桑認為，蓖
麻毒素需時1至3日發作，
毒力才足夠致死，但金正
男中毒不久後就身亡，只

有山埃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致死。
然而，山埃需要經食道攝入體內，
毒力才會發作。納代桑續指，如果
金正男身上有傷口，鑑證員就應該
朝蓖麻毒的方向調查。

最轟動案例：蓖麻雨傘
納代桑稱，使用蓖麻毒素最廣為

人知的案例，是保加利亞異見分子
馬爾科夫的遇刺案。馬爾科夫1978
年在英國遇襲，他等候巴士期間，
被不明物體刺中腿部，施襲者使用
的武器可能是一把雨傘。馬爾科夫
之後感到不適，並出現嚴重感染的
徵狀，於4日後死亡。救護人員後來
在馬爾科夫腿部的傷口，發現一顆
直徑小於2毫米的金屬圓球，圓球的
孔洞藏有蓖麻毒素。
日本放送協會分析指，金正男可

能被兇手用VX神經毒氣殺害。VX
與沙林毒氣同屬有機磷化合物，會
破壞吸入者的神經系統，導致肌肉
麻痺，呼吸停止。VX毒氣也可從皮
膚進入體內，引發痙攣、瞳孔收縮
等徵狀。專家指，VX是毒性最強的
化學武器。

■馬來西亞《星報》/
韓國《朝鮮日報》/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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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官員不排除外國特務涉案，並指他
們為了今次行動，已經籌備良久。報道引
述消息指，3名在逃男疑犯就是殺害金正
男的幕後主腦，他們過去數月裝扮成遊
客，四出刺探情報，甚至已跟蹤金正男一
段時間，掌握他的一舉一動。
知情人士透露，在逃男子極可能是外國
間諜。警方正透過閉路電視片段，追查3
人下落，但分析指出，資深間諜往往會擬
好周詳的撤退方案，不會洩露行蹤，他們
很可能已成功逃出大馬。

金正男疑藏干擾閉路電視工具
自稱認識金正男的大馬韓菜餐廳東主黃

先生稱，金正男熱愛大馬，由於他擔心被
暗殺，外出時必定有保鑣隨行。黃先生又
發現，每次金正男造訪他的餐廳，閉路電
視例必失靈，懷疑金正男身上有干擾閉路
電視的工具。黃是韓國官方機構「民主平
和統一諮問會議」大馬分部的主席。
黃先生稱，金正男每逢到大馬旅遊，必
定入住5星級酒店，逗留10至15日，曾

帶同新加坡籍的情人同行。自從金正男開始逃亡生涯後，朝
鮮使館不再向他提供資助，黃先生認為，金正男今次來到大
馬，很可能是向商界熟人要錢。

■馬來西亞《星報》/馬來西亞《中國報》

金正男在馬來西亞遇刺，朝鮮官方
媒體截至昨晨仍未提到金正男離世。
金正恩則於昨日凌晨零時到錦繡山太
陽宮拜謁，紀念父親金正日75歲冥
誕。
朝中社報道，金正恩在民族最大的

節日「光明星節」前往錦繡山太陽宮
拜謁，向金正日致上崇高的敬意。隨
同金正恩拜謁的，包括人民軍總政治
局局長黃炳誓等黨政軍高層。最近被
降級的國家保衛相金元弘及副委員長
崔龍海，則未有參加拜謁活動。據韓
媒報道，金正恩前日出席在平壤體育
館舉行的中央報告大會，紀念「光明
星節」。

■中央社/韓聯社

在
逃
3
男
疑
主
腦

扮
遊
客
跟
蹤
數
月

金正恩
紀念父冥誕

法禽流感加劇 鵝肝商恐「清倉」

金正男案再拘情侶 遺體處理爆外交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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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越南護照的女疑持越南護照的女疑
兇兇((箭嘴示箭嘴示))被押上車被押上車。。

路透社路透社

■金正男在facebook展示
在澳門的生活照。網上圖片

■金正男護照曝光。 網上圖片

■■印尼女印尼女護照相片護照相片

■警方公開印尼女公關(紅圈示)在機場外的閉路電視
片段。 網上圖片

■朝鮮舉行盛大活動紀念金正日冥
誕。 路透社

三星太子遭加控多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