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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倫敦
27日消息：沉寂了一段時期的爆料網站
「維基解密」 再度發功，周一起陸續公開
美國私營情報安全智庫、有 「影子中情局
」 之稱的 「戰略預測」（Stratfor）的機密電
郵，數量超過500萬份，揭露這家私人情
報機構是如何為其他商業機構或政府效勞
，向某些目標人物進行監視和套取情報。
「維基解密」 似乎透過黑客取得這些郵件。

維基解密曝500萬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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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拒與華聯合開發南海
【本報訊】據中央社馬尼拉27日消息：菲律賓媒體27

日引述外交部長羅薩里奧的講話，聲稱菲律賓拒絕與中國聯
合開發菲國在南海 「明顯擁有」的區域。

《菲律賓每日詢問報》27 日報道，羅薩里奧表示，菲
律賓對於 「聯合開發南海具爭議區域持開放態度，但共同開
發菲律賓明顯擁有的區域，不是可行辦法」。

羅薩里奧說，他上周會見前中國駐菲律賓大使王英凡和
王春貴時，重申了菲律賓的這項立場。

王英凡23日在馬尼拉出席一場媒體座談會時說，南海
主權爭議相關國家應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南海潛在資源。

報道引述羅薩里奧說，以禮樂灘為例，這是菲律賓 「領
土」的一部分，不容聯合開發，與他國聯合開發 「領土」，
是違憲行為。但他補充，菲律賓不排除邀請中國依據菲律賓
法律前來投資。

羅薩里奧說，他向中國這兩名前大使重申菲國和平解決
爭議的意願，也建議兩國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基礎，
把南海主權爭議交由聯合國仲裁。他並稱，菲律賓與中國應
把南海主權爭議分開處理，不要讓爭議影響整體雙邊關係。

曼寧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本報訊】據法新社奧斯陸27日消息：諾貝爾委員會

27日表示，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共收到231個個人及組織提名
，其中包括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德國前總理科爾、歐盟、美
國士兵，還有被懷疑向爆料網站 「維基解密」提供資料的美
國士兵曼寧。曼寧因被指向 「維基解密」提供大量美國機密
文件，而被控以22項罪名，在美國的軍事法庭受審。

微博被轟 中國留學生道歉
【本報訊】據BBC英倫網26日消息：一名在新加坡留

學、來自中國江蘇的學生孫旭於18日在微博發表 「新加坡
狗比人多」的言論，引起新加坡網民抨擊，紛紛要求大學撤
銷獎學金並開除他的學籍。孫旭向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求助
，並已刪除有關留言，以中英文於社交網站道歉。校方現要
求他下月出席紀律委員會聽證會，中國大使館則相信校方會
公平處理。

中國大使館要求孫旭向新加坡各方道歉，並呼籲中國留
學生守法，積極融入當地社會。使館也表示相信他所就讀的
大學會公平地處理此事，因此不會向校方提出任何要求。

新病毒肆虐 英牧場死千羊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絡版25日消息：

一種新病毒近期在英國使數千隻羊死亡，威脅到當地多個牧
場的存活。 「施馬倫貝格」病毒令羊生下來或夭折，或有嚴
重缺陷，例如肢體融合起來和頸部扭曲，這意味着牠們不能
活下去。

隨着受影響農場的數目與日俱增，科學家正急於嘗試找
出這種同樣影響牛隻的病毒如何傳播，人類又可以如何對抗
。自從德國城鎮施馬倫貝格去年夏天發現這種病毒最初出現
的跡象，歐洲已有 1000 個農場報告相關個案。歐洲的頭號
重災區在德國、荷蘭和法國。但意大利和盧森堡近期也有個
案報告。

加拿大火車出軌3人亡
【本報訊】據美聯社伯靈頓26日消息：加拿大當局透

露， 「維亞」鐵路公司一列載有乘客的列車周日在多倫多西
部出軌，造成3名職員死亡，45名乘客受傷。 「維亞」鐵路
公司發言人米歇爾．拉馬徹表示，三名死者都是火車頭駕駛
室的工程師，列車在安大略省伯靈頓地區出軌。

【本報記者陳旻南京二十七日電】 「南京
30 多萬人數一點都不少！」江蘇省中國近現代
史學會副會長、江蘇社科院研究員孫宅巍今日在
南京駁斥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 「我認為沒有
屠殺過多達 30 萬人的非武裝平民」，孫宅巍表
示， 「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民的奇恥大辱，沒有
必要誇大數字，但事實必須得到尊重」。

河村再次砌詞狡辯
日本共同社報道，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今天

在記者會上就其否認 「南京大屠殺」的發言出示
了一份解釋性文件，稱其發言的真意是 「被象徵
性地說成 30 萬人的那種有組織的大屠殺應該未
發生過」。河村表示他不會收回發言，稱 「我認
為沒有屠殺過多達30萬人的非武裝平民」。

針對河村隆之的妄言，長期進行南京大屠殺
死亡人數調查研究的孫宅巍教授強調說，1937
年 12 月，日軍攻進南京的地理方位在南京城東
城南各處，而事後收埋的屍體卻是南京城北、下
關、中山碼頭等大片地區，從地域看完全證明了
這是日本在南京進行有計劃有規模的屠殺，而不
是正常的交戰情況。孫宅巍說，根據中方和日本
的歷史材料系統研究南京保衛戰的全過程，從死
難的人數來看，中國軍隊在整個戰役中傷亡人數
僅1萬多人，但在南京城內收埋的屍體達二三十
萬具。

死難人群中有大量婦孺
他說，死難的人群中包括了大量的婦女兒童

，這都不是正常交戰的行為。因此，河村隆之的

「常規戰鬥行為」謬論不值一駁。孫宅巍表示，
他們有充分的證據判定被屠殺 「30 萬」人的數
據，他說 「我是通過屍體掩埋方式統計出了當時
遇難的人數」。他說，當時，掩埋屍體有4個渠
道：一是有8家慈善機構一共掩埋了19.8萬具屍
體；二是市民們自發掩埋，當時主要有4隊市民
，自發掩埋了4.3萬具屍體；三是當時的偽政府
派工人掩埋了 1.6 萬具屍體。這 3 種方式加起來
就有 25.7 萬人之多。還有一種，便是日軍多支
部隊大量進行毀屍滅迹、拋屍入江、掩埋等方法
處理屍體，少的幾十具，多的有一、兩萬具，面
廣量大，數字也很大。孫宅巍認為， 「30 多萬
人數一點都不少」。

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 「1937
年 12 月初，根據松井石根的命令，日軍 『華中

方面軍』準備攻打南京。該城100萬居民中，有
一半以上的居民逃離。所有外國居民也撤出南京
，只剩下一些中立國家的人士，他們組織了一個
國際安全區。中國軍隊也撤退了，只留下大約5
萬人的部隊進行防禦。」 「根據事後的估計，在
日軍佔領南京後的六周內，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區
，被殺害的平民和戰俘總數大約有 20 萬人。這
個數字並非出於誇張的想像，而是來自於殯葬行
業和其他一些掩埋屍體的組織提供的事實。他們
一共埋葬了超過了 15.5 萬具屍體。他們還報告
說，大多數屍體的雙手都被綁在背後。這個數字
還沒有包括那些被燒毀的屍體、被投入長江的屍
體，以及其他日軍自己處置的屍體。」

南京有學者還表示，在1951年9月8日，包
括日本在內的 48 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三藩市的
三藩市戰爭紀念歌劇院簽訂了《三藩市和約》，
其中第十一條為 「日本接受在日本領土內外之
『遠東國際軍事法院』，與 『聯盟國戰爭罪刑法

院』之判決，並承諾將執行就前述拘禁於日本之
日本國民之判決。」這清晰地表明，日本政府早
已認可 「遠東國際軍事法院」的判決，河村隆之
的妄言純粹是 「胡攪蠻纏」。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中央社 27 日消息：
世界第三大記憶卡製造商爾必達（ELPIDA），27日
下午5時許，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了破產申請。負債

總額為4480億日圓（約464億港幣），成為今年日本
最大的破產案，也是第一家上市公司破產案，其破產
金額之大位列日本歷年來破產案的第30位。

爾必達成立於1999年12月，為日本唯一專業生
產DRAM（動態隨機存取體）廠，2004年11月在東
京證券交易所上市。爾必達表示，DRAM 業界於
2006 年至 2007 年間，因看好電腦生產數量增加，及
每台電腦搭載的DRAM數量增加，可望驅動DRAM
需求擴大，紛紛積極投資擴產，反致嚴重供過於求。

供需平衡未能改善，且 2008 年秋天世界經濟環
境惡化，造成產品需求大減，衝擊DRAM產品價格
進一步滑落，爾必達 2009 年 3 月年度業績惡化；爾
必達在 2009 年曾接受過政府的日本政策投資銀行以
及其他三家商業銀行的救濟性貸款 1100 億日圓。但
是，近幾年來，由於日圓匯率高升，以及產品價格的
跌落，使得該公司的業績越來越惡化。爾必達與中國
大 陸 的 SMIC、 台 灣 的 南 亞 科 技 和 美 國 Micron
Technology公司展開資本合作，但是迄今還沒有一個
完美結果。由於到3月底，日本政策投資銀行的300
億日圓貸款必須歸還，而同時，公司到4月份為止，

必須要有920億日圓的資金。而手頭的現有資金已經
低於500億日圓，因此迫使該公司做出了破產的申請。

日本製造業連續赤字
幾乎所有的日本家電與電機企業都已經在2月下

旬提前宣布了陷入「經營赤字」的消息，其中松下電器
公司的經營赤字高達7800億日圓（約751億港幣）。

根據日本各大公司發布的 2011 年度經營業績修
正報告，索尼公司赤字 2200 億日圓，夏普公司赤字
2900 億日圓。而豐田汽車公司純利益減少了 2100 億
日圓。

索尼公司坦承，過去8年間，電視機開發製造其
實一直沒有賺過錢，年年都是赤字。2011 年度，電
視機部門赤字就高達 1750 億日圓。而日立公司也宣
布赤字連續6年，松下公司也承認赤字連續4年。

日本各大公司將業績欠佳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去
年3月發生的東日本大地震，去年秋季泰國發生的洪
水災難。這兩場天災，使得日本電子零部件加工企業
遭受重大創傷，令日本家電和汽車生產嚴重受阻，出
口也受到了打擊。

「維基解密」在新聞稿中表示，這些電子郵件的
收發日期由 2004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將顯示
Stratfor 的 「線人網絡、酬勞結構、洗錢技術以及心
理戰術方法。這些機密材料展現了私人情報公司的運
作方式，還有情報公司幫企業以及政府客戶鎖定個人
目標的方法。」

「手法包括金錢與性」
巴拉在 2004 年成為 Stratfor的分析員，主管中東

形勢。維基解密披露他試着找一名以色列情報員，想
了解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健康狀況。去年 12 月收
到總裁費雷德曼的電郵指示，要他控制情報員，手法
包括金錢、性或心理方面。指這是為了巴拉下一步發
展，但無詳細解釋是什麼。

「維基解密」聲稱，Stratfor 跟大型企業，包括
陶氏化學、洛歇馬田公司，還有政府機構，如國土安
全部、美國海軍以及國防部等之間，都有秘密聯繫。
「維基解密」同時表示，有證據顯示 「戰略預測」公

司免費給前巴基斯坦三軍情報機構主管哈米德．吉爾
將軍提供會籍。據美國外交部信息，吉爾在 2006 年
計劃向駐阿富汗的國際部隊實施土炸彈襲擊。

身陷性侵官司的 「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目
前在英國面對引渡至瑞典的審判，他表示： 「這家私
營情報公司依賴來自美國政府、聲譽有問題的外國情
報機構所提供的線人、以及新聞工作者等提供資料。
最令人關注的是，該公司的監視目標，是一些為正義
事業而奮鬥的活躍分子和組織。」

美智庫斥恐嚇威脅
「戰略預測」公司隨後發表聲明表示，將這些被

盜的郵件公之於眾，是恐嚇、威脅的行徑，妄圖使其
從此噤聲。它表示，在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喬治．弗
里德曼的帶領下， 「戰略預測」不會懼怕這種威脅。
該公司在聲明中表示，在公開的電郵中，一些 「可能
是偽造的，或者經過改動，其中不乏失實之處。另一
些則可能是可信的，」 「我們不會證實任何電郵，也
不會對那些探究內容的言論作解釋。遭受資料失竊後
我們不會解答關於它的問題，那只會讓我們承受二次
傷害。」

現在，電郵的泄露會對 「戰略預測」的僱員、客
戶、信息源產生什麼影響仍未可知。

去年12月24日，近年聲名大噪的黑客組織 「匿

名者」（Anonymous），入侵了有 「民間中情局」之
稱的美國著名安全情報智庫 Stratfor，竊取其機密客
戶名單資料，合計多達200GB，涉及的客戶包括聯合
國、美銀、高盛、蘋果、微軟、美國空軍、能源部國

家實驗室等。一名成員更稱，他們從中套取了逾9萬
張信用卡帳戶資料，並充當網絡羅賓漢， 「幫」一批
在巨企和軍情部門效力的人士，合共 「捐了」百萬美
元聖誕善款給慈善團體。

【本報訊】《福布斯》雜誌日前對全球182個國家和地
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進行了購買力平價調整，
得出全球最富有國家和地區的排名。結果顯示，卡塔爾目前
在所有國家和地區中最富有，緊隨其後的是盧森堡和新加坡
。美國排名第七，中國香港以 45944 美元的人均 GDP 位居
第八位。從該榜單可以看出，不斷攀高的油氣價格和豐富的
天然氣儲量使得各資源出口國在財富排名上大大受益，排名
第一的卡塔爾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國家。

而排名墊底的是3個政治和經濟都支離破碎的非洲國家
，它們是布隆迪、利比里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簡稱 「剛果
（金）」），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人均 GDP 分別為 400
美元、386美元和312美元。

卡塔爾全球最富 香港第八

▲根據《福布斯》雜誌排名，香港以45944美元的人均
GDP位居第八位 彭博社

南京30萬屍骸一點都不少！
─中國學者駁斥河村隆之謬論

揭影子中情局黑幕

美國保安智庫Stratfor，被形容為 「影子中情局
」，提供精闢獨到的資料分析，連聯合國都是他們
的客戶。這間智庫在1996年成立，總部位於得克薩
斯州奧斯汀巿。從地緣政治方面，為客戶提供政治
、軍事、經濟和反恐方面的資訊。

不少政府和商業機構，都是他們的客戶。除了
聯合國之外還有蘋果公司、微軟、無國界醫生、美
銀和高盛。

1996年 「戰略預測」公司剛剛成立即成功預測
了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唯一現場解析1999年北約空
襲科索沃戰況和未來衝擊的私營機構，而所用的方
式竟是從戰場給 CNN 發電子郵件，不花一分錢就
辦了中情局花大價錢也辦不到的事，經由《時代》
雜誌披露後確立了該機構的權威地位。

歐元1999年推出前，Stratfor已預言歐元有可能
面臨失敗，當時不少人認為Stratfor誇大潛在危機，
但經歷這兩年的歐債危機後，已沒有人質疑Stratfor

對歐元預測的可信性。
「9．11」事件後，該公司更首度對大眾定期

有償提供信息，預測基地組織及布什政府的策略方
向。該智庫也曾經準確預測巴基斯坦、阿富汗緊張
局勢升級的關鍵因素，破解拉美毒梟組織的經營結
構，並對美國總統奧巴馬新政面臨的挑戰提出精闢
建議。

創辦人兼總裁弗里德曼近年著有《未來一百年
大預測》，也成為熱門話題，該書預言中國無法成
為世界超級強國，到2020年國力更會滑落並陷入分
裂，反而到本世紀末，墨西哥將挑戰美國在全球的
領導地位。

弗里德曼生於匈牙利，雙親是二戰納粹大屠殺
的生還者，移居美國後在康奈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專門研究政治與國際關係，他先在學術界工作近
20年，甚有名聲，其間曾不時向美國軍方高層提供
有關國家安全的分析。 （互聯網）

經濟環境惡化 爾必達負債464億

世界第3大記憶卡公司破產

Stratfor曾預言中國2020年衰落

▲27日，爾必達公司社長本幸雄（左）在東京的
新聞發布會中鞠躬 彭博社

▲27日，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在倫敦的新聞發布會上講話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