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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媒自殺案充滿謎團 美媒深挖前因後果
《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媒
體前日引述監獄官員稱，美國富商愛潑
斯坦的屍體於上周六早上在曼哈頓的大
都會懲教中心被發現前一晚，曾有數小
時無獄警巡視，而且愛潑斯坦當時被單
獨關押，做法違反規定，獄方明顯出現
過失。
據匿名官員指出，由於愛潑斯坦3周前
懷疑曾企圖自殺，大都會懲教中心需按
照規定，安排兩名獄警每隔30分鐘，巡
視愛潑斯坦被關押的特別監區囚室，此
外亦要安排愛潑斯坦與其他囚犯一同囚
禁，若出現緊急事故亦可通知獄警。然
而在上周五晚，職員有數小時未按規例
巡視，而原本同囚一室的前警官塔爾塔

廖內亦已被調離，令愛潑斯坦當
晚單獨留於囚

室內。

監獄人手長期不足
負責管理大都會懲教中心的美國聯邦

監獄局，至今未有澄清種種謎團。據執
法部門官員透露，當獄方決定將愛潑斯
坦剔出自殺監察名單後，曾告知司法
部，愛潑斯坦會與另一人關押於同一囚
室，以及獄警每隔30分鐘巡視一次，事
實明顯未有做到。預計聯邦調查局(FBI)
和司法部的調查，將集中於獄方是否在
程序上犯錯。
大都會懲教中心職工會代表埃里克．

揚表示，他無法確定為何愛潑斯坦會獨
留囚室，但指出在愛潑斯坦上月23日疑
似企圖自殺後，有人揣測愛潑斯坦害怕
塔爾塔廖內，希望避開他，獄方或因此

調走塔爾塔廖內。對於獄警未

有巡視囚室，埃里克．揚稱未能確定，
指特別監區走廊的閉路電視片段，可證
明獄警最後一次巡視時間，他同時指出
大都會懲教中心與其他監獄一樣，面對
人手不足問題，當時當值的兩名獄警均
是超時工作，其中一人更已連續5日加
班。
事實上，聯邦監獄人手不足問題一直

存在，目前人手只有編制人數的不足
70%。有獄警每日需工作長達16小時。

暫不公佈死因
紐約市首席法醫官桑普森前日完成愛

潑斯坦的驗屍工作，愛潑斯坦代表律師
委派的一名私人病理學家亦在場監察。
桑普森初步判斷愛潑斯坦是上吊自殺身
亡，但暫時不會公佈死因，希望等待執
法部門提供更多資料。 ■綜合報道

■大火造成多名兒童死亡。 網上圖片

淫媒愛潑斯坦在被關
押的曼哈頓大都會懲教
中心自殺身亡，惡名昭
彰的已故黑幫頭目戈蒂
亦曾被囚於此，戈蒂的
前心腹卡斯曼向《紐約
郵報》透露，大都會懲
教中心在1990年代貪污
猖獗，相信現時情況亦
一樣，若愛潑斯坦要自
殺，需有其他人協助，
他只要「付出合理金
額」，獄警可向他提供
自殺工具。
卡斯曼曾在1992年多

次探望戈蒂，他指懲教
中心的獄警貪污問題存

在多年，只要囚犯「付
得起錢」，便可得到任
何想要的物品包括食
物、手機。戈蒂當年被
關押於守衛最嚴密的南
部9號及10號囚室，但
只要他喜歡，新鮮牛扒
隨叫隨到。
卡斯曼提到，囚室的

監察鏡頭24小時運作，
愛潑斯坦亦受到全天候
看管，若他企圖尋死，
需要有人協助，他只要
付錢給獄警，便可取得
自殺工具。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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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一間託兒所前日凌
晨發生大火， 造成5名兒童死亡，託兒
所負責人被燒傷，送院救治後情況穩
定。消防部門正調查起火原因。
事發的哈里斯家庭託兒所位於伊利市
一幢住宅大廈內，在當地時間前日凌晨
約1時15分突然起火，火勢迅速蔓延，
消防員抵達現場時，託兒所一樓已陷入
一片火海。伊利市消防局長桑頓表示，5
名死者年齡介乎8個月大至7歲。
當地居民斯烏布斯基稱，其中4名喪
生的兒童，是她的兩名孫兒和兩名孫

女，孩子的父母因要上夜班，將子女交
由託兒所照顧，對他們葬身火海深感悲
痛。
哈里斯家庭託兒所屬註冊託兒所，全
日24小時營運，年終無休，賓夕法尼亞
州公共服務部兒童發展及早期學習辦公
室曾於去年12月視察託兒所設施，指出
符合營運要求，但今年1月再視察時，
在遊玩區和備餐區發現煙灰及煙頭，託
兒所向當局表明會清理妥當及保持環境
整潔。

■美聯社

火噬美託兒所奪5命
4兄弟姊妹慘死

英國《衛報》昨日披露，首相約翰遜正
擬訂計劃，英國外交官將於日內退出歐盟決
策會議，以示英國於10月31日脫離歐盟的
決心。有批評者指此舉令英國無從得知歐盟
決策，最終只會損害英國利益。
約翰遜上月上台後，在首次國會演說中

表示，英國外交將擺脫歐盟的覊絆，「英歐
雙方均需面對現實，英國參與歐盟事務正步
向終結」。《衛報》報道，英國將停止出席

每日聽取歐盟決策的工作組會議。英國目前
在布魯塞爾約有150名常駐代表，負責在歐
盟草擬政策時為英方利益進行游說，包括出
席工作組會議，聽取歐盟在安全事務、應對
未來危機及保護消費者權益方面的決策。
暫時未知英方代表何時開始不再列席會

議，外相藍韜文則表示，他將出席本月底在
赫爾辛基舉行的歐盟外長會議。

■綜合報道

英擬退出歐盟決策會議
以示脫歐決心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早前
發表調查報告，指前年一宗美國軍艦與
油輪相撞事故，軍艦控制系統設計缺陷
是肇因之一。美國海軍學院新聞網前日
報道，從明年開始，美國海軍將以機械

控制系統，取代目前安裝在驅逐艦上的
觸控屏幕氣閥和舵機控制系統。
在2017年8月21日，美軍驅逐艦「麥
凱恩」號在新加坡海域與一艘利比里亞
註冊油輪相撞，造成艦上10名船員死
亡，另有48人受傷。NTSB在報告中詳
述肇事原因，包括船員轉換推進系統時
操作時失誤，導致軍艦失控進入油輪航
道、船員疲勞和缺乏訓練，控制台設計
缺陷更是主要原因。

助及早察覺問題
控制台位於驅逐艦的艦橋中間，左右

兩側都有觸控屏，船員可通過它們操縱

和推進驅逐艦。報告指出，機械氣閥通
常是首選，因能為操作者提供即時觸覺
反應，如果當時使用機械控制系統，船
員很可能早已察覺存有問題。
事故發生後，海軍進行大範圍調

查。海軍少將加里尼斯表示，海軍人
員稱他們更喜歡機械控制系統，認為
觸控屏幕控制系統太複雜。加里尼斯
說，軍方正計劃關閉這些系統。美國
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則稱，從明年夏
天開始，所有配備綜合艦橋和導航系
統的「阿利伯克」級驅逐艦，都將配
備實體氣閥。

■綜合報道

觸屏設計致撞船
美海軍擬改用機械控制系統

這項措施主要由總統特朗普專責移民
政策的幕僚米勒推動，將於10月15

日生效，若移民未能符合入息要求，又
或需接受公共援助，包括福利、食物
券、公共房屋或醫療補助，其臨時或永
久簽證的申請可能被拒。

「基於美傳統價值」
聯邦政府公報指出，新例旨在確保移

民能「自給自足」，不用依賴公共資源
過活。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署理局長

庫奇內利亦表示，新例基於「自給自
足」的美國傳統價值，確保移民不會成
為公眾負擔，得以保障納稅人長期利
益。研究組織「移民政策研究所」指
出，聯邦政府於2016年批出80萬張綠
卡，但在新規定下，估計逾半以家庭團
聚為由的綠卡申請人，申請可能被拒。

或成最具爭議移民政策
專家指出，長達837頁的新規定，將是

特朗普政府歷來針對合法移民的最具爭

議政策，特朗普企圖在無需通過國家修
改法例的情況下，以削減合法移民數
量。移民權益組織「國家移民法律中
心」表示，新規定完全出於種族歧視，
將入稟法院阻止新法例生效。
法新社報道，新規定恐會打擊數以百

萬計低收入及依賴公共援助的拉丁美洲
移民，取得居留權的希望。外國一些貧
窮及低技術水平移民，希望合法取得美
國居留權，但隨着新例實施，進入美國
的大門將會關上。 ■路透社

針對申領公援者 家庭團聚綠卡申請人最受影響

美移民新例 太窮可拒發簽證

美國政府昨日公佈一美國政府昨日公佈一

項新移民政策項新移民政策，，規定若規定若

移民需領取政府援助移民需領取政府援助，，

可能被拒批出簽證或永可能被拒批出簽證或永

久居留權久居留權。。新例實施後新例實施後，，可能有可能有

逾半以家庭團聚為由的綠卡申請逾半以家庭團聚為由的綠卡申請

人人，，因因「「太窮太窮」」而被拒諸門外而被拒諸門外。。

阿根廷前日舉行總統大選預選，被視為
10月27日總統大選的前哨戰。民粹立場的
反對派候選人費爾南德斯出乎各界意料之
外，以大比數擊敗角逐連任的總統馬克里。
消息震撼阿根廷金融市場，本幣披索兌美元
匯率急挫15%，跌至歷史低位，股市更大
跌30%。
在已點算88%選票後，費爾南德斯與其

競選拍檔、前總統克里斯蒂娜的組合，得票
率達47%，馬克里的組合只得32%。由於
近期民調顯示費爾南德斯支持度僅領先最多

8%，預選勝負差距之大令人意外。
馬克里得知結果後，對得票率低於預期

感到失望，矢言將加倍努力，贏得更多選民
支持。
根據阿根廷選舉規則，在總統大選首輪
投票，若得票最多的正副總統候選人組合獲
得40%有效票，並較次名組合多10個百分
點；又或只要獲得45%再加1票，就能勝出
大選，無須進行第二輪投票。布宜諾斯艾利
斯大學政治學教授連德羅薩斯表示，費爾南
德斯組合在預選得票超過45%，意味反對
黨極可能勝出大選，馬克里要反敗為勝將非
常困難。
馬克里落敗消息引發金融市場恐慌，披

索跌至一美元兌53披索的歷史低位，100年
期債券價格急挫27%，反映債券風險的信
貸違約掉期飆升808個基點。市場人士預計
阿根廷央行將出手支持本幣。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阿根廷總統預選爆冷
股市大跌3成

中美洲國家危地馬拉前日舉行總統選
舉第二輪投票，保守派候選人賈馬太取
得大勝，擊敗中間偏左立場的前第一夫
人托雷斯。賈馬太上任後的首項挑戰，
將是如何落實與美國達成的「安全第三
國」移民協議。
今次已是賈馬太第4次參選總統，在

法院取消多名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後勝
出。選舉委員會表示，在已點算超過

95%選票後，賈馬太取得近 58.5%選
票，托雷斯僅獲42%得票率。由於危國
飽受貧窮、失業問題困擾，選民普遍對
政局不滿，打擊投票意慾，投票率只有
約45%。
危地馬拉前總統莫拉萊斯任內與美國

總統特朗普達成協議，同意實施「安全
第三國」政策，讓美國將取道危地馬拉
到美國的非法移民遣返危國申請庇護。

然而最新民調顯示82%危國國民反對協
議，若危國拒絕協議，則可能遭美國報
復，新政府將面對兩難境況。
63歲的賈馬太是一位醫生，他在政綱

中提出強硬打擊國內罪案及貪腐問題，
其堅決反對同性婚姻及墮胎合法化的保
守政策，亦深得選民認同。

■法新社/美聯社/
路透社

危國誕保守派總統 與美移民協議成難題

■■美國政府就前美國政府就前
年的事故展開調年的事故展開調
查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費爾南德斯勝出預費爾南德斯勝出預
選選 。。美聯社美聯社

■■新例實施後新例實施後，，窮人或窮人或
被拒諸門外被拒諸門外。。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