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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大街埋炸彈

■俄羅斯去年售武1024億
【本報訊】據新華社莫斯科 27 日消息：俄羅斯聯

邦軍事技術合作局第一副局長福明 27 日在莫斯科說，
2011 年俄羅斯武器出口總額達到 132 億美元（約 1024
億港幣），與 2010 年相比增長 26%。福明當天向俄總
理普京彙報俄羅斯武器出口情況時說，去年俄羅斯與
81個國家進行了軍事技術合作，向65個國家出口了武
器。除傳統武器市場外，俄羅斯還開發了新市場。

在俄羅斯出口的武器中，接到訂單數量最多的是
S-300 防空導彈、米-17 直升機、蘇-30 戰鬥機、雅
克-130教練機、米格-29戰鬥機、米-35戰鬥機、航空
發動機、護衛艦、T-90坦克、步兵戰車等。印度是俄
羅斯軍火最主要的買家之一，2011 年印度進口的俄
製武器總價達 33 億美元，佔俄羅斯出口武器總額的
25%。

■美國稱霸武器銷售市場
【本報訊】據法新社斯德哥爾摩 27 日消息：27 日

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100大武
器銷售商，2010 年銷售武器和軍事服務總值高達 4111
億美元（約3.2萬億港幣），這個數字比2009年上漲一
個百分點。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在一份聲明中稱，44
家美國公司佔據了超過60%的武器銷售市場，獲利2466
億美元（約1.92萬億港幣）。其中7家公司更是排在前
10 名，雄踞榜首的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銷售額高達
357億美元（約2768.7億港幣）。

非美國公司則包括排名第二的英國宇航系統公司，
排名第七的歐洲EADS公司，以及第八位的意大利器械
工業投資公司。軍事服務市場主要提供系統支持、訓練
、後勤和維護等內容。該市場收入亦繼續增長，有 20
家公司登上百大排行榜。

簡訊

普京的官方發言人巴斯科夫表示，他可以確認該
報道，但現在拒絕提供更多信息。烏克蘭國家安全局
以及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也確認了這起陰謀的存在。但
有分析人士對電視台在大選臨近時才揭露陰謀提出質
疑。

據報道，兩名被捕男子交代，自己是履行俄羅斯
頭號通緝犯、車臣武裝分子首領多庫．烏馬羅夫的命
令，在烏克蘭港口城市敖德薩籌備行動，並計劃在莫
斯科實施刺殺。但在1月初，其中一名男子在敖德薩
的炸彈試爆中身亡，陰謀因此敗露。

據電視台畫面顯示，一名為伊利亞．皮揚津的疑
犯聲稱，在 「烏馬羅夫代理人明確指示」下，三名密
謀行刺的同夥自阿聯酋經土耳其進入烏克蘭行動。皮
揚津說： 「他們要我們首先到達敖德薩，學習如何製
造炸彈」， 「然後去莫斯科，你們就對商業目標發動
襲擊，最後刺殺普京。」

普京必經之路埋炸彈
據報道，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播出的片段，顯然拍

攝於烏克蘭，其中另一名被捕男子名字證實為奧斯馬
耶夫，他的手提電腦中存放的普京車隊的錄像片段。
奧斯馬耶夫稱，拍攝普京行動的錄像， 「這樣我們才
能了解他們是如何保護普京的」。 「最終目標是進入
莫斯科，對總理普京實施刺殺行動。」他說， 「最後
期限是大選之後」。

據悉，其中一位被捕人士向俄烏兩國的調查人員
交代，在普京每天前往俄羅斯聯邦政府大樓的必經之
地─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附近，已經掩埋了部分爆
炸裝置。一位不具名的俄聯邦安全局官員稱，這些爆
炸裝置 「威力強大」，足以 「炸飛一輛卡車」。

另據俄羅斯國際文傳通訊社（Interfax）引述烏克
蘭國家安全局的說法，伊利亞．皮揚津、奧斯馬耶夫
以及 1 月 4 日死於敖德薩爆炸的男子都是車臣人。據
悉，在敖德薩爆炸中還有另一名男子受傷，但暫無
該名男子的進一步消息，亦不清楚他是否參與刺殺行
動。

傳媒熱炒成選舉話題
報道指出，外界廣泛認為，普京將在 3 月 4 日舉

行的大選中成功開始第三任總統生涯。自從普京12年
前出任總統以來，這是俄媒第6次報道刺殺普京的陰
謀。他在2000年-2008年擔任總統期間，對北高加索
地區的車臣共和國實行極其強硬的軍事打擊行動。該
地區現今暴力事件不斷，而宣稱為莫斯科數起自殺式
襲擊負責的烏馬羅夫仍舊逍遙法外。對於這起刺殺陰
謀，烏馬羅夫及其他車臣武裝分子用來定期發布消息
的網站kavkazcenter.com，暫時未回應。

由於俄羅斯大選日就在本周末，該國其他媒體紛
紛轉播第一頻道的報道，使得這起刺殺陰謀成為選前
的熱門話題。

【本報訊】據法新社莫斯科 27
日報道：俄羅斯總理普京 27 日在
《莫斯科新聞報》發表的文章中，
猛烈抨擊西方國家在敘利亞問題
「見利忘義」，同時亦對襲擊伊朗

發出警告。
普京在他第7篇綱領性文章中，

堅決地維護俄羅斯及中國在敘利亞
問題上的共同立場，兩國在兩次聯
合國安理會關於敘利亞的決議草案
中投了反對票。他指控西方 「缺乏
耐心來找出一個經過修正且公平的
」解決方案，無法要求敘利亞反
對派停火，並從如霍姆斯這樣的導
火線城市撤離。 「剩下的一切，就
是要求武裝反對派要與政府軍行事
一致─即撤回其作戰部隊，離開
城市」，普京在發表的文章中寫道
， 「而拒絕這種做法的都是見利忘
義」。

為利益支持阿拉伯之春
他同時指出，西方國家支持

「阿拉伯之春」革命，實質上是出
於經濟利益驅動。 「看上去，在某
些經歷了 『阿拉伯之春』的國家
（就與伊拉克情況一樣），俄羅斯
最終失去了在當地發展了數十年的
市場。」 「人們會意識到，在一定
程度上，這些悲慘事件並非由人權
方面的原因激發，而是被某些人的
市場利益引起。」

就伊朗可能因為其爭議的核設
施而面臨襲擊，普京同時也發出嚴
峻警告。 「毫無疑問，對於伊朗所
面臨的日益增加軍事襲擊可能性，
俄羅斯表示關注。此種情況一旦發
生，其結果將會是毀滅性的。影響
範圍將會無法想像。」

俄羅斯評論人士已經就普京前一篇文章發表
了看法，認為該文是勾勒出普京就任總統之後未
來將實行的政策，而非競選言論。普京周一再次
質疑美國在歐洲實行的導彈防禦體系， 「美國人
執著於一個念頭，就是要確保自己刀槍不入─
我認為這是烏托邦式的，在技術和地緣政治上都
不可能實現。」 「但這種看法本質就是問題的關
鍵所在。」俄羅斯擔心，該防禦體系未來會讓歐
洲本土免受核彈襲擊，並且正在開展新一輪為期
十年的裝備改良計劃，耗資約 8000 億美元（約
6.2萬億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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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新華社悉尼 27 日
消息：備受關注的澳洲執政工黨領袖選舉 27
日在堪培拉舉行。辭去外長職務、挑戰總理吉
拉德工黨領導權的陸克文沒有成功，而吉拉德
以大比數的得票繼續擔任工黨領袖。

明年大選挑戰嚴峻
當天的投票不記名，實有 102 名工黨成

員參加，1 人缺席。投票過程持續了 1 個多
小時，結果 71 位工黨國會議員支持吉拉德，
31 位支持陸克文。在結果揭曉後，吉拉德在
記者會上立即大聲宣布這場工黨的領導權之
爭 「已經結束」，她說， 「所有的一切都結束
了。」

陸克文在落敗後表示，辭去外長職務以及

對工黨黨首發起挑戰是艱難的決定，但同時也
是正確的選擇。他承認以前在某些事情的處理
上欠妥，並對於自己的一些講話和做法表示道
歉，並表示自己將支持吉拉德的工作。

分析人士認為，吉拉德順利勝出在意料之
中，不過她肩上的擔子並不輕鬆，如何引領出
現內部分歧的工黨贏得 2013 年的聯邦大選對
她是個嚴峻的挑戰。吉拉德雖然順利連任，但
也失掉了近三分之一的選票，這凸顯工黨內部
的分歧。

執政能力遭猛烈攻擊
吉拉德表示，日後工黨必須團結一致，為

建設澳洲努力工作，她希望所有的工黨成員都
能夠齊心協力，秉持共同價值觀、共同的信仰

向着建設更理想的澳洲社會的目標邁進。吉拉
德認為只要團結一致，工黨一定能贏得 2013
年的大選，對此她 「擁有絕對的信心」。

此次隨着吉拉德贏得連任，陸克文承認失
敗，工黨內部的領導權之爭看似已經落下了大
幕。但工黨是否能就此走向團結，鞏固其執政
黨地位，進而贏得 2013 年的選舉卻難言樂觀
。在 27 日下午議會質詢中，反對黨領導人阿
博特指責工黨內部分裂，對工黨的公信力和執
政能力發起猛攻。

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教授斯達羅斯表示，
黨內投票雖然是工黨內部的問題，但是澳洲人
民難以相信一個無法解決自己問題的工黨有能
力解決好更加複雜的國家事務。他不相信工黨
能夠贏得2013年的聯邦大選。

澳工黨黨魁之爭 吉拉德獲勝

▲吉拉德（中）27日贏得澳洲工黨領袖黨內選舉
彭博社

【本報訊】據法新社莫斯科27日消息
：俄羅斯即將在3月4月舉行大選，一起
針對普京的刺殺陰謀周一被揭露。俄羅斯
國家電視台第一頻道報道，該國及烏克蘭
安全部門拘捕兩名男子，原因是他們預謀
在大選之後刺殺普京。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新華社莫斯科27日消
息：俄羅斯總理、2012年總統大選候選人普京27日
在《莫斯科新聞》報發表第七篇綱領性文章。談及
中俄關係時普京稱，中國經濟增長不是威脅，而是
一個敦促俄羅斯與中國加緊合作的挑戰，更是搭乘
「中國風」的機會。俄羅斯需要一個繁榮和穩定的

中國，而中國也需要一個強大而成功的俄羅斯。
普京稱，中國是全球最重要的經濟中心之一，

在各個領域的潛在影響力與日俱增。他對俄羅斯如
何發展同中國的關係給出了三點建議：其一，中國
經濟的增長不是威脅，而是敦促俄羅斯與中國加緊
合作的挑戰，是俄羅斯經濟搭乘「中國風」的機遇。

其二，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為，並沒有表現
出謀取強勢的訴求。中國的聲音在世界上確實更加
自信，俄羅斯對此表示歡迎，因為北京與莫斯科在

倡導公平的世界秩序上有一致的觀點。兩國將繼續
在國際舞台上相互支持，共同解決尖銳的地區問題
及全球問題，將加強在聯合國安理會、金磚四國、
上海合作組織、二十國集團等框架下的多邊合作。

其三，包括勘界在內的中俄關係重大政治問題
已經得到解決，兩國領導人之間的互信達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這有助於兩國在務實和互利的基礎上
，成為理念上的真正夥伴。中俄關係的現有模式是
可持續的。

另據，外交部發言人洪磊27日表示，中方注意
到俄羅斯總統候選人、俄總理普京就中俄關係發表
了一系列積極看法，希望俄羅斯總統大選能夠順利
舉行。 「我們希望俄羅斯總統大選能夠順利舉行，
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能夠持續、健康、穩定
向前發展。」他說。

普京：中國不是威脅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法新社27日消息：阿富
汗連日爆發多場反美示威，抗議美軍 「焚燒《古蘭經
》」事件。周一，塔利班針對北約在賈拉拉巴德市的
軍事基地發起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導致至少 9 人死
亡、20人受傷。

報復燒古蘭經事件
警方稱，該次襲擊造成 6 個平民、一名阿富汗士

兵以及 2 名當地衛兵身亡，但尚未有任何北約人士傷
亡。襲擊事件發生後不久，塔利班就宣稱負責。其發
言人扎比烏拉．穆賈希德通過郵件表示，爆炸是對焚
燒《古蘭經》士兵的 「報復」。但尚未有官方證據表
明該事件與焚燒《古蘭經》一事所引發的其他騷亂事
件有關聯。

有媒體援引現場目擊者的話稱，當天早晨聽見
「巨大爆炸聲響」。在機場入口處發現至少 4 輛轎車

被炸毀。北約領導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一名發言人表
示，發生爆炸的機場供該部隊使用，爆炸未毀損機場
內部軍用設施。警方表示，27日在北方省份的昆都士

美軍基地爆發的反美示威中，7 名美軍在手榴彈襲擊
中受傷。

反美襲擊此起彼落
另據報道，一名阿富汗政府消息人士27日證實，

兩名美國顧問25日在阿內政部大樓遭槍殺。兩人據稱
曾在兇手面前污衊《古蘭經》。阿警方表示，調查
人員已經觀看了事發時的監控錄像，警方正在追捕兇
手。

駐紮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空軍基地的國際安全援助
部隊士兵上周焚燒包括《古蘭經》在內的伊斯蘭教書
籍，在阿國內和鄰國巴基斯坦引發軒然大波。連日來
，抗議引發的騷亂已造成包括4名美國人在內的30多
人死亡，近200人受傷。

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26日在電視上呼籲國民冷靜
。美國總統奧巴馬23日向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寫信致
歉。美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26 日再度表示 「此舉
（焚燒《古蘭經》）並非有意」，奧巴馬的書面致歉「屬正確
之舉」，呼籲阿富汗當局阻止已經失控的局勢。

車臣人圖刺殺普京

▲一名阿富汗警察在 27日汽車炸彈襲擊後的現
場 法新社

▲俄羅斯警方26日在莫斯科扣押一名 「反普京
」 示威者 美聯社

▼外界普遍認為普京將▼外界普遍認為普京將
贏得俄羅斯贏得俄羅斯33月月44日舉日舉
行的大選行的大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車臣武裝分子頭目烏馬羅夫被
指命令暗殺行動 資料圖片

▼密謀暗殺普京的嫌疑人奧斯馬
耶夫 法新社

▲密謀暗殺普京的嫌疑人皮揚
津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