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4

國 際 新 聞

■責任編輯：林輔賢 ■版面設計：房雍

2018年8月10日（星期五）
2018年
2018
年 8 月 10
10日
日（星期五）
2018年8月10日（星期五）

三星 Note 9 登場
觸控感應筆強化自拍
韓國三星電子昨日在美國紐約布魯克林
區的巴克萊中心，舉行 Unpacked 2018 產
品發佈大會，當中最受注目新產品為新一
代旗艦智能手機Galaxy Note 9。
三星流動通訊業務總裁高東真首先上
台，宣佈 Note 9 隆重登場，形容這是全球
功能最強的流動裝置，並介紹其最大賣

點，包括最新的 S-Pen觸控感應筆，配備藍
牙功能，能控制手機鏡頭拍攝，方便用家
進行自拍。

率先試玩《Fortnite》Android版
此外，手機攝影鏡頭具備超慢鏡功能，其
智能功能亦有所改良，令拍攝影像更清晰。

近期爆紅的電子射擊遊戲
《Fortnite》
會推出
Android 版，Note 9 用家成為首批可率先試
玩的用戶，開發商Epic Games行政總裁斯威
尼形容，Note 9代表着手機遊戲的革命。其
他 新 產 品 還 有 最 新 穿 戴 式 裝 置 Galaxy
Watch。根據三星早前發佈的消息，Note 9
將於本月24日在全球推出。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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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漢禁室培訓11童成校園槍手
伊斯蘭極端分子家庭涉禁錮 擄殺 3 歲子

美國新墨西哥州警方早前
揭發一宗禁錮兒童案，11 名
年齡介乎 1 至 15 歲的兒童被
發現遭禁錮在一間簡陋房屋
內，長期捱餓且衣衫襤褸。
當外界以為事件就此告一段
落時，檢方前日卻向法院披
露驚人細節，案中 5 名成人
疑犯被指強迫 11 名兒童接受
槍械使用訓練，更企圖利用
他們襲擊學校，他們被救出
之際，身邊還有多把已經上
彈的槍械。當局相信，案中
疑犯都是伊斯蘭極端分子。

中首被告是39歲的瓦哈吉，他被指在去年12月
從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的寓所，以進行驅魔
儀式為由，擄走當時 3 歲的兒子阿卜杜勒－加尼，其
後穿州過省抵達新墨西哥州。
瓦哈吉駕車期間曾在亞拉巴馬州發生車禍，他當時
向警方宣稱，正與 5 名兒童及兩名成人一同到新墨西
哥州露營。阿卜杜勒－加尼的祖母今年早前曾在網上
尋找孫兒下落，觸發警方展開尋人行動，最終找到瓦
哈吉等人匿藏的房屋。

案

11童長期捱餓衣衫襤褸
11 名兒童被發現時狀況相當差，身體只以破布遮
蓋，已連續多天沒進食，身旁只有一些已上彈的槍
械，屋內也沒食水或電力供應，且衛生環境惡劣。當
局向疑犯問話後，本周一再次搜查現場，發現一具兒
童屍體，相信屬於當日4歲生日的阿卜杜勒－加尼。
各獲救兒童分別由案中3名女被告所生，她們年齡介
乎35至38歲，其中兩人與瓦哈吉的姓氏相同，據報是
他的妹妹，另一名姓氏不同的女被告則是瓦哈吉的妻
子。女被告前日出庭時均戴上白色頭巾。

■疑兇瓦哈吉
疑兇瓦哈吉((左)出庭受
審，拒絕認罪
拒絕認罪。
。 美聯社

5 名被告均被控11 項虐兒罪，其中首被告因私下帶
走年幼兒子，遭加控阻礙監護人，另一名男被告、瓦
哈吉的妹夫莫頓則被指協助窩藏瓦哈吉，所有被告全
部不認罪。檢察部門未有提出與槍械有關的控罪，但
稱有人曾訓練兒童使用步槍，以策動襲擊校園，形容
被告對兒童或社會皆構成威脅。

親屬旁聽呼「真主偉大」
警官霍格雷夫早前曾稱，被告有伊斯蘭極端主義背
景。據報瓦哈吉的父親在紐約擔任伊斯蘭教士，教會
具激進背景，莫頓的父親阿卜杜勒瓦利前日旁聽
期間則曾高呼「真主偉大」。
控方未透露瓦哈吉等人犯案動機，但要
求禁止所有被告保釋，聯邦調查局(FBI)
亦已參與調查事件。阿卜杜勒瓦利退
庭後向記者透露他來自埃及，以
求醫為由入境美國，上周接獲莫
頓的短訊後才知道事件，但相
信各被告均是和平的移民。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老父紐約教士 涉 1993 年世貿爆炸
瓦哈吉被指有伊斯蘭極端
主義背景，檢察部門指出
主義背景，
檢察部門指出，
，
其 68
68歲父親老瓦哈吉也跟激
歲父親老瓦哈吉也跟激
進思想甚具淵源，
進思想甚具淵源
，他在紐約
一間清真寺擔任教士，
一間清真寺擔任教士
，1993
年紐約世貿中心炸彈襲擊案
發生後，
發生後
，老瓦哈吉亦一度接

受調查。
受調查。
老瓦哈吉原名為基爾斯，
老瓦哈吉原名為基爾斯
，
後來改名為瓦哈吉，
後來改名為瓦哈吉
，是布魯
克林區阿塔格瓦清真寺的最
高級教士。
高級教士
。1980
1980年代布魯克
年代布魯克
林區毒品罪案氾濫，
林區毒品罪案氾濫
，老瓦哈
吉曾號召信眾組織巡邏隊，
吉曾號召信眾組織巡邏隊
，

在深夜維持治安，後來又跟
在深夜維持治安，
教友阿布哈利馬合作，
教友阿布哈利馬合作
，為阿
富汗的穆斯林籌款。
富汗的穆斯林籌款
。
阿布哈利馬後來捲入1993
阿布哈利馬後來捲入
1993
年世貿爆炸案，
年世貿爆炸案
，老瓦哈吉亦
曾被指涉嫌串謀犯案，
曾被指涉嫌串謀犯案
，但當
局最終沒起訴他，
局最終沒起訴他
，更讓他出

內幕消息涉款600萬 親特朗普議員被捕

美國紐約州檢察部門前日宣佈起訴共和黨
籍聯邦眾議員科林斯證券詐騙罪，指他涉嫌向
兒子卡梅倫洩露一間上市公司的內幕消息，助
親友避過 76.8 萬美元(約 603 萬港元)損失。科
林斯獲准保釋，他否認指控，強調一切行為合
法，會盡力抗辯還自己清白，並在 11 月中期
選舉尋求連任。

向子爆料沽貨離場
68歲的科林斯是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他擔任
澳洲生物科技企業 Innate Immunotherapeutics

董事局成員，持有近17%股份，去年6月該公司
宣佈一款治療多發性硬化症的新藥臨床試驗失
敗，觸發股價單日暴瀉92%。但在研究結果公佈
前，行政總裁事先向各董事透露壞消息，科林斯
雖然沒拋售手上股份，卻把消息轉告兒子卡梅倫
及卡梅倫的準岳父，兩人隨即沽貨離場，避過損
失，他們亦因涉及非法交易被起訴。
科林斯前日表示，他在Innate的投資幾乎化
為烏有，批評當局的指控缺乏理據，將在庭上
據理力爭證明清白，亦不會因官司退選。
■美聯社/法新社

美證交會查 Tesla 私有化證據

電動車生產商 Tesla 創辦人馬斯克周二於
twitter 宣佈，將以每股 420 美元作價，將上市
超過 8 年的 Tesla 私有化，並宣稱已確保有足
夠資金完成交易，震撼華爾街。消息人士透
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正向 Tesla 查詢馬斯
克的言論是否屬實，並認為若證交會懷疑馬斯
克言論誤導或失實，Tesla 或須面對執法部門
調查。
根據美國法律，企業管理層不能就公司的
重要事項，向股東發出誤導訊息。若證交會發
現證據，證實馬斯克的言論是試圖抬高公司股
價，馬斯克或會惹上麻煩。

紐約證券交易所前總裁法利表示，監管機
構要查證馬斯克言論是否屬實並不困難，可要
求查看 Tesla 與提供資金的金融機構或私人投
資者簽署的法律協議，「若確定獲得資金，便
需展示相關文件」
。
自馬斯克周二公佈私有化計劃後，他本人
及 Tesla 均未有再提供更多細節。有輿論質疑
馬斯克為何透過 twitter而非監管文件披露這項
重要計劃，但證交會容許企業管理層只要事前
曾告訴股東，會利用社交媒體補充監管文件資
料，便可這樣做，因此馬斯克今次的公佈方式
並無違規。
■綜合報道

庭指證案中被告拉赫曼。
庭指證案中被告拉赫曼。
瓦哈吉等人失蹤後，
瓦哈吉等人失蹤後
，老瓦
哈吉本年初曾在社交網站
facebook(fb)發帖
facebook(fb)
發帖，
，呼籲信
眾祈禱，
眾祈禱
，讓他的子孫安全回
鄉，「
，「我相信他們可能正一
我相信他們可能正一
起旅行」。
起旅行
」。
■美聯社

■11
11名年齡介乎
名年齡介乎1
1 至 15
15歲的兒童被發現
歲的兒童被發現
遭禁錮在新墨西哥州一間簡陋房屋內，
遭禁錮在新墨西哥州一間簡陋房屋內
，
當局派員調查。
當局派員調查
。
美聯社

美借毒殺特工案加強對俄制裁
美國國務院前日表示，美方確定俄羅
斯在英國使用致命神經毒劑「諾維喬
克」，企圖暗殺俄國前特工斯克里帕爾
及其女兒尤莉婭，將在本月 22 日起，對
俄羅斯實施新制裁。俄羅斯有國會議員
提出，俄方可限制向美國出口 RD-180
火箭引擎，以作報復，克里姆林宮發言
人佩斯科夫昨日稱，現階段討論報復措
施言之過早。
國務院發言人諾爾特發表聲明稱，華府
確定俄國政府「違反國際法，使用化學或
生物武器」。制裁措施包括拒絕向俄國出
口涉及國家安全的科技產品。這類敏感科
技一般用於電子裝置，須經聯邦政府批准
才能出口，目前俄國若要採購，華府會按

個別情況考慮，新制裁生效後，將全面封
殺俄方採購。

阻美銀行貸款俄機構
據國務院匿名官員透露，若俄國不能
確切保證不再使用化武，並允許聯合國
或其他國際觀察員實地檢查，華府或於
90 天後推出第二輪更嚴厲的制裁，包括
阻止所有美國銀行貸款給俄國機構，並
全面禁止美國對俄出口。

會，並無任何事實根據。新制裁消息拖
累俄羅斯盧布下瀉，美元兌盧布昨日一
度 升 至 66.71， 是 2016 年 11 月 以 來 最
高。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盧布急瀉至近兩年低位
俄羅斯駐美大使館昨日回應稱，美國
的新制裁措施非常嚴苛，指針對俄方涉 ■美確定俄國在英使用致命神經毒劑
。
法新社
嫌毒害斯克里帕爾父女的指控是穿鑿附 「諾維喬克」

美議員警告俄滲透中選 或刪選民登記
美國佛羅里達州民主黨參議員納爾遜
及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奥，上月去信佛州
67 個縣的選舉主管，表示俄羅斯人員已
滲透投票系統。納爾遜前日接受《坦帕
灣時報》訪問時，強調若選舉系統未獲
足夠保護，俄方人員可能於 11 月中期選

舉前刪除登記選民，以影響選舉結果。
納爾遜指出，俄人員已滲透佛州部分
縣的投票系統，能隨意作出改動，在參
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要求下，他
與魯比奧通知選舉主管有關情況，稱可
以想像當選民在投票日前往票站投票，

發現名字已不在登記冊上，將引起重大
混亂。佛州選舉監管部門反駁納爾遜的
言論，表示未有從納爾遜、聯邦政府或
州政府機關收到任何資訊，證明投票系
統遭入侵。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