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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貸醜聞纏身 德總統辭職

羅姆尼攻擊對華政策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 17 日報道：
經過兩個月的堅持，德國總統武爾夫終於抵擋不住
由私人房貸風波引發的進一步調查壓力，於 17 日
中午在總統府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辭職。隨後
，德國總理默克爾發表聲明稱，她會跟主要的政黨
進行會談，選出各方均能接受的新任總統。

這位德國最年輕的總統在宣布辭職時說，德國
需要一個能夠完全獲得人民信任的、接受國內和國
際問題挑戰的總統。但過去一段時間的情況表明，
上述條件對他來說已經不存在，因此 「現在宣布辭
職，以便為我的繼任者讓出位置」。

恐失豁免權急下台
16 日晚，德國漢諾威檢察院宣布，已經向聯

邦議院提出申請，以涉嫌接受商人提供的好處為
由，要求取消德國總統武爾夫的豁免權。這是德
國歷史上首次總統被檢察機關要求取消司法豁免
權。輿論也普遍認為，這是導致武爾夫下台的導
火線。

武爾夫強調，漢諾威檢方的調查結果將會證明

自己的清白，自己在擔任州長期間的行為沒有任何
違法之處。去年 12 月，武爾夫利用私人關係獲得
低息貸款一事被媒體曝光。隨後，有關其私人貸款
細節、干涉新聞報道自由、親信涉嫌腐敗等事件逐
一被媒體揭露。

默克爾取消訪問救火
為了處理國內政壇這一災難性事件，德國總理

默克爾 17 日取消了前往意大利的訪問。就武爾夫
辭職問題，默克爾表示 「非常尊重」他的選擇，但
對此 「深表遺憾」。她透露，自己會先跟德國聯合
政府中的各個黨派會談，尋找一位各方一致同意的
人選。據悉，德國將會召開一次特別聯邦大會，由
聯邦議院議員以及16個州議員，在30天內，選出
新任總統。在那之前，現任聯邦參議院議長、巴伐
利亞州州長澤霍費爾履行總統職權。

目前為止，武爾夫的辭職還沒有對默克爾造成
任何影響。不過評論人士認為，失去自己親手挑選
的總統，對默克爾來說可能不利，因為她希望自己
能專注於帶領歐洲走出歐債危機。

【本報訊】據美聯社華盛頓 17 日消息：美國
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羅姆尼眼中的世界：歐洲人是社
會主義者；中國人操縱匯率；俄羅斯人不會遵守核
武條約；巴勒斯坦人打算摧毀以色列。而美國，在
人道主義援助上面，過於慷慨。

羅姆尼經常猛烈抨擊世界其他國家，其火力程
度與他對付其他黨內提名競爭對手，以及總統奧巴
馬不相上下。羅姆尼日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尖
銳批評，炮轟奧巴馬對自己的敵人太過軟弱，對於
自己的朋友過於寬容。這樣的做法，固然可能會引
起共和黨支持者的共鳴。不過這也引得人們開始質
疑：如果這位前麻省州長兼老牌資本家真的入主白
宮，其言論是否會損害美國的外交關係。

「如果羅姆尼在跟奧巴馬辯論時重複上述言論
，肯定會出問題。」佛羅里達州聖里奧大學國際關
係教授兼專家約翰．潘扎里斯表示， 「他跑不掉的
。」羅姆尼兩位主要對手桑托勒姆和金里奇，同樣
在外交政策上立場強硬。他們都執意指責奧巴馬對
待敵人軟弱無能，但卻刻意忽略，美國是在奧巴馬
任期內，成功擊殺了本拉登，並對 「基地」組織的
領導層造成毀滅性打擊。

專家：應小心涉華言論
與此同時，潘扎里斯還警告羅姆尼要小心自己

在中國問題上的言論，他說： 「中國民眾的民族意
識變得異常強烈」， 「在選戰後期以強硬態度破壞
中美關係，這其實非常危險，尤其是在（中國）新
領導人希望鞏固自己的權威，證明自己能力的時候
。」

事實上，在美國總統選舉中，參選人在力求獲
得黨內提名時往往都會走極端，而在最後的選戰階

段，則會採取更為中立的態度。即使這樣，歷史告訴人們，
競選時作出承諾很容易，在任內要實現卻很艱難。在共和黨
當政期間擔任過多國大使的理查德．威廉森則表示，羅姆尼
可能不會面臨類似的問題， 「他一直很小心，不去發表任何
當選以後無法實現的承諾。」

意查獲6萬億假美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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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米蘭
17 日消息：意大利反黑手黨檢
察官17日下令在瑞士沒收面值6
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國債 1/3
）的假美國國庫債券。這些假債
券於2007年由香港運出。

檢察官說，這些債券被發現
收藏在 3 個 2007 年由香港轉移
至蘇黎世的保險箱的暗格之中。
而為配合調查，有8人在意大利
被捕。調查員說，一個犯罪網絡
的成員們，嘗試在新興市場使用
這些債券，又或者把它們交到銀
行換錢。

調查工作由意大利南部城
市波坦察的檢察官辦公室進行
。據該辦公室的主管科蘭傑洛
對記者說，今次行動是 「同類
調查當中最大規模的」。科蘭
傑洛說： 「一切都從對（意大

利南部巴西利卡塔區）武爾圖
雷─梅爾費塞的黑手黨家族的
調查開始。」他又說，調查讓
探員搗破 「一個涉及多個國家
民眾的國際網絡」。

他說： 「假債券從香港運送
保險箱到瑞士去，還有（疑犯）
周遊列國，都涉及大量成本，我
們認為這當中牽涉的利益不小。
」意大利當局起出假冒美國債券
已非首次，但這一次所涉及的面
值是有史以來最高的。

2009年9月，意大利警方查
獲了 1160 億美元的假冒債券，
並拘捕兩名在米蘭機場手持這些
假冒債券的菲律賓人。同年6月
，警方在意大利及瑞士接壤邊界
，拘捕了兩名手持面值 1340 億
美元債券的日本人。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 16 日報道：日本最大的
通訊社 「共同通訊社」，日前將他人的照片當成殺人犯
發稿，照片被全國 41 家報社引用。共同社今天決定，
以 「把關不嚴，核實怠慢」為由，免除總編輯職務，處
分另外11名董事、編輯和記者。

日本新聞網報道，日本 「大分縣」發生了一起女童
失蹤事件，警方2月5號逮捕了女童的母親，指控這位
母親殺害自己的女兒並遺棄她的屍體。當天共同社記者
將一張母女的照片併同新聞稿，向海內外發稿，第二天
，日本全國有 41 家報社引用了這張照片。結果發現，
這張照片是別人的照片。發現錯誤後，共同通訊社立即
登門向受害者道歉，並追查原因與責任。

共同社發錯照片總編被炒

【本報訊】據共同網 16 日消息：日本航空自衛隊
16 日宣布，日本一架 F-2 戰機在美澳日空軍聯合訓練
時誤掉兩個油箱，但未造成損害。

當天下午日本空軍與美國空軍、澳洲空軍進行聯合
訓練。日本派往關島的一架F-2戰機的飛行員操作失誤
，在飛行途中放掉了兩個油箱。據稱，當時該戰機的位
置在離美國安德森空軍基地東北約170公里的海域上空
，現場未發生損害情況。航空自衛隊稱，F-2隸屬於福
岡縣築城基地。當天下午 3 點 15 分從安德森基地起飛
，4點45分在與其他3架戰機進行防空戰鬥訓練時，放
掉了兩機翼下方的油箱。

日戰機聯合軍演掉油箱

羅姆尼作出這番攻擊之時，奧巴馬正熱烈歡迎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到訪。羅姆尼日前投書《華
爾街日報》說：奧巴馬上台後， 「近乎哀求和幾乎
乞求北京繼續購買美債。以便資助他在國內揮霍無
度的開銷……如此軟弱只會助長中國的自信，也令
東亞盟友質疑美國能否保持地區勢力。」

揚言對華強硬
羅姆尼又聲言，他一旦當選，就會立即把中國

視為貨幣操控國，並扭轉他心目中華盛頓目前在
「貿易上」向北京 「投降」的現象。他又說： 「我

的施政總方針，將確保這是美國的世紀，而不是中
國的世紀。我們必須令（中國）稱霸地區之路所付
出的代價，大於在國際體制成為負責任夥伴的代價
。」他的說法顯然預示，如果他11月真的當選美國
總統，他將會採取一個更強硬的立場。

分析人士指出，羅姆尼目前爭取共和黨提名時
意外地陷入苦戰，他撰文狠批中國和奧巴馬，是為
了贏得保守選民的支持。對此，奧巴馬競選陣營反
擊羅姆尼，指控他表現虛偽，在否定華府對華政策
的同時，又在中國投資謀取利潤。

被指曾在華投資150萬
奧巴馬競選團隊發言人拉博爾特在一篇聲明中

說： 「羅姆尼為了當選，不但什麼話也說得出來，
而且什麼東西他都會支持」。他說： 「（羅姆尼）
今天對中國的強硬言論，和他兩年前的立場完全相
反。當年，羅姆尼形容總統決定執行針對中國的貿
易法， 『對我國和我國的工人都不利。』」

拉博爾特又指出，羅姆尼的財務顧問去年才變
賣他在中國約150萬美元的投資， 「在他決定這對
他的政治前途不利以前，他倒是很輕鬆地自掏 150

萬美元在中國而不是在美國投資。」

小奧親臨中國城買點心
另一方面，羅姆尼的 「高見」似乎不影響奧巴

馬品嘗中式點心的心情。16日下午，正在洛杉磯展
開競選活動的奧巴馬臨時起意，前往當地中國城一
家中餐館購買廣式點心。他向前台經理打招呼問好
並說： 「請幫我準備一些點心，打包帶走。」

中餐廳的服務員阿梅說： 「先是一大批舉相
機和攝像機的人衝進來，鏡頭對門口，我很驚訝
。隨後奧巴馬走進來向我們打招呼，展示招牌笑容
，大家又意外又興奮，有的顧客喊 『奧巴馬，奧巴
馬』，爭和他握手拍照，他一一照辦。」

中餐館東主李碩和及前台經理對記者說， 「事
先我們並不知道奧巴馬會來，一點準備都沒有。」
奧巴馬逗留了約15分鐘，期間出門與街道上的圍觀
民眾握手問好。前台經理為奧巴馬裝了蝦餃、燒賣
、叉燒包等廣式點心，大約8個飯盒分裝在兩個白
色塑料袋裡，上面印紅色花朵和 「謝謝」英文字
樣。約88美金的帳單， 「奧巴馬掏出100塊現金，
自己拎兩大袋出門。」

奧巴馬懶理照啖中餐

【本報訊】據法新社華盛頓16日消息：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羅姆尼16日再次
把微妙的中美關係拖進選戰中。他炮轟美國總統奧巴馬對中國「卑躬屈膝」，並揚言
一旦當選將立即簽署草案，將中國列入貨幣操縱國的黑名單。對此，奧巴馬陣營則
指出，羅姆尼立場多變，前後矛盾。

【本報訊】據法新社倫敦17日報道：傳媒大亨梅鐸17日親
自出面支持深陷醜聞的英國《太陽報》，宣布推出《太陽報》的
星期日版本。本月11日，英國《太陽報》5名高級記者被警方拘
捕，原因是涉嫌以不法手段獲得新聞消息，包括涉嫌賄賂警員和
公務員。

梅鐸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員工， 「我們繼承《太陽報》的
優良傳統，很快就會推出周日版本」，他補充說，《太陽報》是
他1969年在英國買下的第一份報紙， 「已經成為我的一部分」
。他稱讚《太陽報》記者的 「卓越表現」，同時稱最近的記者被
捕事件 「讓我感到非常痛苦。」《星期日太陽報》預計將填補
《世界新聞報》遺留的周日報紙市場份額，《世界新聞》每周銷
量達270萬份。

繼去年《世界新聞報》電話竊聽醜聞之後，警方對傳媒不法
行為的調查擴大到有關賄賂警方的指責。梅鐸新聞集團為挽回聲
譽，聲明會配合警方，並主動設立 「管理和標準委員會」作內部
檢查。而《太陽報》因被指不法獲得消息，包括竊聽電話、收買
官員和警方，也遭到調查。迄今為止，與《太陽報》員工不法行
為有關的調查已造成包括警員和公務員在內總共21人被捕。來
自警方的消息人士透露，警方對《太陽報》的拘捕行動與嚴重犯
罪行為有關， 「這關係到每年成千上萬英鎊的向公務員換取消息

的行為，總數目達到6位數」。
據悉，該委員會至今已查核了其旗下報業為數接近3億份之

多的電郵、開支、會議記錄以至記者的筆記。而這次也是該委員
會提供了《太陽報》某些從業員行為資料之後，警方才展開拘捕
行動。事件又一次對梅鐸新聞集團內部造成震撼性影響，同時激
起新聞集團旗下《太陽報》、《泰晤士報》等報業員工憤怒反感
，認為新聞集團沒有盡責任保密記者消息來源，有記者不滿地表
示： 「只感到被公司出賣了。」

梅鐸推《星期日太陽報》梅鐸推《星期日太陽報》

【本報訊】據中新社 16 日消息：香港移民鍾月娟
今年 1 月 23 日意外得知自己獲選 2012 年 「傑出美國人
」，那天是中國龍年年初一，也是她的生日。美國公民
及移民服務局局長亞歷翰德羅．馬約卡斯從華盛頓致電
，告訴她這一喜訊。1976 年她從香港移民至美國，投
身服務長者和新移民行業已有35年。

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 2006 年設立「傑出美國人」
獎項，表彰那些歸化為美國公民、在各行各業有傑出貢
獻、參與社會履行公民職責的移民，總計 90 位獲獎者
中包括前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鍾月娟是第3位來自
香港的獲獎者，也是繼前勞工部長趙小蘭及其父親趙錫
成、史丹福大學亞裔肝臟中心蘇啟深教授等第7位獲獎
的華人移民。圖為鍾月娟（中）獲得 「傑出美國人」 獎章

港移民獲選傑出美國人

▲ 2 月 15 日，示威者在英國西敏寺外抗議，稱梅鐸父子
為黑手黨 法新社

德國總統武爾夫德國總統武爾夫
1717日宣布辭職日宣布辭職

美聯社美聯社

▲羅姆尼撰文指奧巴馬對中國 「卑躬屈膝」 美聯社

◀奧巴馬16日在中餐館外與民眾打招呼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