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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獲釋感意外
簡訊簡訊訊訊簡

福布斯：新西蘭全球最友善
港在外國人融入社群方面表現欠佳

【本報訊】據中新社三藩市8日消息：當地時
間1月8日，中國農曆龍年到來前夕，李孟賢（圖
左）在美國三藩市市府大廳宣誓就任第 43 屆市長
。這座城市 160 多年來第一位由選舉產生的亞裔
（華裔）市長表示，龍在中國 12 生肖中是最有力
量的象徵，他將在宣誓完後就捲起袖子開始工作，
並有足夠信心做好4年市長。

8日上午10時開始的就職典禮簡潔樸實，李孟
賢攜夫人林進敏、兩位女兒李明慧和李應鈺從二樓
步入會場，全場報以熱烈掌聲和歡呼聲。約 11 時
30 分，美國聯邦參議員、前市長范士丹為李孟賢
主持了宣誓就職儀式。

今年 60 歲的李孟賢隨後發表就職演說，回顧
一年前的 1 月 11 日，他接受議會 11 名議員推舉在
這裡宣誓就任，代替前市長紐森完成其最後一年任
期。他的工作績效得到三藩市市民的認可，助他在
11 月的選舉中成功。這些成績包括平衡市府預算
；任命新警察局長，犯罪率下降到 1960 年以來的
最低數字；失業率從1月份就任市長時的9.5%下降
到11月份選舉獲勝時的7.8%；1.7萬個三藩市人重
新回到工作崗位；吸引推特等多個高科技公司和生
物醫學研究機構駐紮三藩市，三藩市正在成功轉型
為世界創新之都。

李孟賢還規劃了他的4年工作目標，他把創造
就業機會和創新發展視為自己的首要任務。

【本報訊】據韓聯社首爾9日消息：韓聯社引
述消息人士稱，朝鮮已故領導人金正日曾經有意仿
效鄧小平，在今年退居二線，以迫使其他元老幹部
一同隱退，但因突然死亡未能成功。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9日稱，金正日2010-2011
年4次訪問中國時都多次談到羨慕中國領導層成功
實現新老交替一事，他本人也計劃在已故主席金日
成生日100周年的今年4月15日太陽節時具體實踐
鄧小平的隱退方式。

消息人士稱，金正日在會晤中國高層時表示，
希望讓 70 歲以上的朝鮮元老退休，實現與三子金
正恩領導體制相符的新老交替。

由於金正日突然病逝，金正恩領導體制需要完
成新老交替課題。目前平壤政府內，仍被金日成和
金正日時代的元老，佔據主要職位，部分逾 90 歲
，為金正恩領導體制實
現真正領導，帶來障礙
。因此，金正恩當前面
臨的最緊迫任務就是以
勞動黨為基礎對朝鮮內
部權力排序進行調整，
安排自己的人進入核心
職位，提高他們的排名
，進而擴大對勞動黨的
掌控。

據悉，金正恩領導
體制至少會在 4 月的太
陽節前加速完成朝鮮內
部權力調整，然後履行
推舉為勞動黨總書記的
程序。

吉隆坡高院法官札比丁表示，控方提供的DNA
證據，未能百分百肯定沒有受到污染，並不可靠。由
於涉及性罪行，法庭不願基於未經證實的證據，將安
華定罪。

法院外3宗爆炸5人傷
反對派民聯多名領袖聞判後在庭內大聲鼓掌。獲

釋的安華面露笑容，與家人、妻子等人握手互相道賀
；數千名支持者在庭外拍手歡呼。

安華在庭外表示，對裁決感到意外。他形容法庭
宣判其雞姦罪名不成立並無罪釋放是一項公正的裁決
，且已還他及家人清白。他在法庭外發表談話時，感
激其律師團在審訊期間的努力，並感恩家人、人民公
正黨領袖及伊斯蘭黨對他的支持。

馬來西亞新聞通訊與文化部長拿督斯里萊士雅丁
說，安華雞姦案的判決顯示馬來西亞的司法機構是獨
立的，且能公正無私地提供意見和作出裁決。

安華獲判無罪後不久，法院外至少發生3宗小型
爆炸，造成五人受傷。警方指是爆竹煙花引起。至少
一次爆炸炸毀一架電單車，震碎一架客貨車的玻璃窗
。另一次爆炸則在警方架設的雪糕筒底下發生。

若罪成或囚20年
而雞姦案原告賽義夫說，他欣然接受法庭裁決安

華無罪釋放。今年 26 歲的賽義夫通過其推特說，他
將保持平靜、祈禱及冷靜接受法官的判決。

現年 64 歲的安華，2008 年 8 月被指控雞姦其男

助手賽義夫。去年5月，札比丁說，賽義夫提供的證
據可靠，而且在賽義夫體內所找到的男子精液也與安
華的 DNA 脗合；去年 8 月，安華出庭受審時否認指
控。

這是安華第二次遭到雞姦罪的起訴。馬來西亞以
信奉伊斯蘭教為主，雞姦是違法重罪，罪名如果成立
，最高將面臨20年有期徒刑。

安華始終否認自己有罪，堅稱自己是無辜的，表
示根本就沒有確實的證據指控他涉及雞姦，並說對法
官先入為主，未審先判感到失望。

在法院宣判前，安華的支持者高喊 「改革」的口
號，並高舉 「反對誹謗」、 「人民才是裁判」的標語
；有示威者表示，他們不預期會有公正審判，也不認
為會有公平判決，人民對政府非常失望。

安華強調自己遭到陷害，並指責此案是檢控官和
其政治主人對他作出的惡意指控。

【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網
絡版 9 日報道：儘管聯合國為迫使朝
鮮放棄核武器計劃而對該國實施了制
裁措施，越來越多的朝鮮精英人士開
始培養對進口奢侈品的喜好。

對聯合國和中國貿易數據研究後
發現，過去五年中，輸往朝鮮的汽車
、煙草、筆記本電腦、手機和家用電
器等產品均大幅增加。大部分產品是
從中國進入朝鮮的。

數據顯示，朝鮮出現了一個擁有
足夠資本購買進口奢侈品的新企業家
階層。一些分析人士說，這個群體可
能成為推進經濟改革的最強勁動力。

據聯合國數據顯示，自 2007 年以
來，朝鮮進口的汽車、筆記本電腦和
空調均增長了三倍以上，而手機進口
則增加了42 倍，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
。中國海關數據顯示，2011 年這一趨

勢仍在繼續。
2006 年朝鮮進行核試驗後，聯合

國實施了制裁；2009 年朝鮮再次進行
核試驗後，聯合國加強了制裁。不過
，很多分析人士和外交人士認為，聯
合國的制裁沒有奏效，主要是因為聯
合國允許成員國自行決定哪些商品屬
於奢侈品範疇。

位於首爾的韓國國民大學教授、
朝鮮問題專家蘭科夫說，對中國消費
品的日趨增加的需求將不再僅限於來
自政治精英階層。

蘭科夫說，朝鮮最近出現了一個
新的企業家階層，這個階層佔該國人
口的比例頂多1%，大約是24萬人，他
們每月至少賺幾百美元。

蘭科夫說，朝鮮對奢侈品日益增
加的需求受到這一新興中產階級的推
動。

朝鮮進口商品當中，最引人注目
的特點之一是手機進口量大幅增加。
僅2010年，朝鮮就進口了433183部手
機，這些手機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平
均每部價格81美元。曾於2008年在朝

鮮推出首個也是唯一一個移動網絡的
埃及電信公司 Orascom 說，截至 2011
年第三季度末，朝鮮手機網絡用戶共
有80.9萬人。

【本報訊】據法新社仰光九日消息：在各國紛
紛對緬甸萌芽中的改革予以高度關注之際，兩名美
國高級特使星期一抵達緬甸。

一名緬甸官員說，美國負責緬甸政策的統籌人
德里克．米切爾和美國負責販賣人口問題的特使路
易斯．徹德巴卡前往緬甸首都內比都，與緬甸新政
府的部長們舉行會談。

在此之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去年曾對緬甸進
行里程碑式的訪問，在訪問中她表示她看到 「曙光
」但促請被軍隊主宰的緬甸深化萌芽中的改革。

美國國務院在新聞稿說，米切爾打算 「跟進」
希拉里的訪問，並將在內比都和仰光會晤緬甸官員
。他還將前往緬甸中部的巴甘，評估小額信貸計劃
和其他發展計劃。

另一名緬甸官員說，美國兩位特使還將在內比
都與政府部長討論人口販賣問題。

新政府與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關係轉好，再加
上新政府其他積極態度，已使外界對緬甸深化改革
產生了希望。緬甸於三月份結束軍事統治。

昂山素姬計劃參加四月一日的一次補選，如果
成功，她將進入新議會。現時新議會依然由軍方和
軍方支持的政黨控制。

朝或出現新興中產階級

李孟賢就任三藩市市長

韓媒：金正日曾擬隱退

美兩名高級特使訪緬甸

【本報訊】據美國《福布斯》雜誌 9 日
消息：據滙豐日前發表一項調查顯示，新西
蘭當選 「全球最友善國家」，澳洲和南非分
別獲得二三名。而在亞洲， 「友善度」排名
最高的國家為菲律賓和馬來西亞。

報道稱，評選基於旅居各國的海外生活
經驗，根據四大範疇評分，包括是否容易與
當地人做朋友、能否學習當地語言、能否融
入當地社區及適應當地文化。新西蘭在四個
範疇都獲得高分，當選第一名。

第二名是澳洲，旅居澳首都悉尼的英國
人說： 「澳洲生活節奏較慢，我有更多時間

陪家人。唯一不好的是，距離英國很遠，每
年回家的交通費很貴。」

第三位是南非。旅居開普敦的美國人稱
： 「開普敦是非洲最歐洲化的城市，融合了
不同國家的人，也很自由，住在這裡很舒服
。」

報道補充說，第四位和第五位分別是加
拿大和美國。而排名第八的菲律賓和第十的
馬來西亞則是排名最高的亞洲國家。

「印度是一個殘酷的布雷區」
滙豐在 2011 年 5 月至 7 月，在 100 個國

家訪問了3385名僑民。由於受訪者少於30人
的國家被視為在統計上意義不大，所以調查
結果最終只把31個國家或地區納入榜內。

調查結果顯示，整體來說，對僑民最具
挑戰性的國家是沙特阿拉伯、卡塔爾、俄
羅斯和印度。而印度更是連續第 2 年排在榜
末。

2007年經美國遷往印度、目前在孟買一
家定量市場研究公司擔任主管的丹麥人韋爾
比奇說： 「對大多數非印度人來說，印度簡
直是一個殘酷的布雷區，充滿精神、情緒和
實際日常挑戰。它就是一個教人摸不透的超
越障礙訓練場，只能靠適量的幽默、大量的
耐性和對不合邏輯的事情採取寬容態度，才
能面對。」

在滙豐調查中整體得分較高的 3 個地方
──新加坡、香港和阿聯酋，在和融入社群
及與當地人做朋友有關的部分表現欠佳。但
這 3 地給僑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就業機
會較佳和收入偏高。

雞姦罪證據不足
【本報訊】據中通社、《星洲日報》、法新社9日報道：馬來西亞前副總理、反對派

領袖安華被控雞姦男助手的案件周一宣判，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定安華雞姦罪名不成立，
當庭釋放。這次裁決令人意外，因為安華的支持者一直認定當局利用此案陷害安華，如
今他成功脫罪，分析家認為這將有助於反對派在今年選舉的聲勢。

【本報訊】據法新社吉隆坡9日消息：馬來
西亞反對派領袖安華在影響他政治生涯的雞姦案
判決中，獲判無罪釋放。叱咤政壇的安華，10
多年前曾是下屆總理的熱門人選，但是自從敗給
了前總理馬哈蒂爾，他就被驅逐，並因雞姦和腐
敗判監。

在以穆斯林為主的馬來西亞，雞姦罪最高可
被判入監 20 年。在這之前，連安華自己都認為
會被判有罪。

當安華還是一位激進的伊斯蘭學生領袖時，
首次進入馬哈蒂爾的視野。這位天才政治家很快
就在馬來民族統一機構中竄升。該機構自半世紀
前，一直是馬來西亞的執政黨。安華曾領導過眾
多部門，直到 1991 年接手關鍵的財政部長一職
，並以改革者的形象為西方所推崇。兩年之後，
他被提拔為副總理，距馬來西亞的未來領袖之位
只有一步之遙。

但是，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降臨，安華大
刀闊斧的改革、腐敗以及政治裙帶關係激怒了馬
哈蒂爾，兩者產生了分歧。安華顯然低估了謹慎
自傲的馬哈蒂爾，最終他因被控腐敗和雞姦而被
驅逐。直到 2004 年，雞姦案翻案之時，安華終
於重獲自由。

2008 年，安華領導的反對聯盟在大選中取
得了五個州的地方政權，並贏獲國會三分之一議
席，當權者震驚不已。

安華以他的演講能力出名，並且善於籠絡一
般政客們鮮於觸及的鄉間群體。他也是能將各種
不同反對團體組織起來的唯一人選─例如保
守種族主義的馬來伊斯蘭黨、長期代表華裔和印
度少數民族的政黨、以及安華自己的多種族人民
公正黨。

周一的無罪判決之後，安華矢言要推翻處於
權利寶座之上的腐敗政府。

安華─大馬反對派領袖

▲馬來西亞反對派領
袖安華 9 日被法院裁
定雞姦罪不成立，當
庭釋放

法新社

◀馬來西亞警察調查
在法院外發生的爆
炸 法新社

◀朝鮮官
員 5 日在
平壤參觀
一家大型
超市

路透社

▲朝鮮在金正日（右）
病逝後發行紀念郵票，
左為金正恩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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