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京：有信心贏總統選舉

■卡爾接替陸克文任澳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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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人抗議扔雞蛋 酒吧避難1小時

【本報訊】據中通社堪培拉2日消息：澳洲總理吉
拉德2日宣布內閣重組名單，新南威爾士州前州長卡爾
出任外交部長，接替已宣布辭職的陸克文。總理議會秘
書凱特．倫迪為體育和多元文化事務部長，兼任工業創
新部助理部長，議員大衛．布拉德伯里為國庫部助理部
長，家庭事務部長賈森．克萊爾兼任國防物資部長。

吉拉德解除了緊急情況部部長麥克萊蘭德的職務。
麥克萊蘭德是剛剛辭去外長職務的陸克文的支持者。卡
爾曾執掌新南威爾士州10年，被普遍認為是2000年悉
尼成功主辦奧運會的大功臣。卡爾對前外長陸克文表示
讚揚，並說會在外交問題上向陸克文請教。

【本報訊】據法新社、路透社德黑蘭2日消息
：伊朗第九屆議會選舉2日上午開始投票，將產
生290名新一屆議會成員，預計伊朗最高領袖哈
梅內伊旗下的候選人將勝過總統艾哈邁迪─內賈
德領導的強硬派政治對手。

伊朗全國各地設立4.7萬個投票站，約4829
萬符合條件的登記選民將從 3444 名候選人中選
出290名新議員。根據伊朗政府公布的數據，目
前候選人主要來自支持哈梅內伊的 「原則主義者
團結陣線」、 「伊斯蘭聯盟」和支持內賈德的
「伊斯蘭抵抗陣線」，三者均為保守派。此次議會

選舉，主要改革團體並未遞交候選人名單，他們
表示這次選舉未能滿足 「自由公平」選舉的基本
要求。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當天在設於領袖府內
的投票站投下本屆議會選舉的首張選票。他呼籲
廣大選民積極參加投票，強調此次選舉意義重大
。本屆議會選舉持續一天，投票結果將於4日或
5日公告。伊朗預定2013年舉行下屆總統大選，
議會為國家立法機構，實行一院制，有290個議
席，議員任期4年。這次選舉能讓宗教派在大選
前增強政治影響力。

【本報訊】據《僑報》、《世界日報》1
日報道：一對移民美國，經營駕駛學校的香港
夫婦，被指多年來助人考車牌作弊而於1日被
捕。這對夫婦被控詐騙罪，若罪成，他們將面
臨最高20年的監禁。

這對夫婦年齡皆 47 歲，丈夫叫吳英煒
（Ying Wai Philips Ng，音譯），其妻叫吳姵
娟（Pui Kuen Ng，音譯），夫婦倆在布碌侖
7大道5114號經營紐約商業駕駛學校，該駕校
的營業範圍是幫助想駕駛大型巴士、卡車與大
型拖車的人獲得商業駕駛執照。

兩人東窗事發起因於去年5月31日發生在
弗吉尼亞州的華人大巴奪命車禍案，當時駕駛
這輛造成四人殞命、數十人受傷的華裔巴士司

機張堅耀就是從紐約商業駕駛學校獲得商業駕
駛執照，由此引來司法部門關注，於是展開調
查。

警方在一月透過 「放蛇」，假扮不懂英語
的內地移民，報考車牌，夫婦要求1800美元，
指保證成功，否則退款。夫婦要求探員穿上裝
有隱蔽鏡頭的外套及傳呼機進入試場，二人則
在場外，透過傳呼機震動次數，告知答案，最
後成功助探員考獲車牌。

2年內協助720人作弊
法庭文件指出，密探進入考場後，依照吳

英煒的指示將攝頭對準考題，然後根據他通過
傳呼機發過來的指示答題，結果答對了95題中

86題，通過了筆試，獲得了參加路試的資格。
完成筆試後，密探回到被告的車上，將暗

藏攝頭的夾克交還吳英煒，同時將1800元現金
交給他。期間吳英煒還向密探炫耀說，他用這
招幫助參加商業執照筆試的人幾乎沒失手過，
唯一一次失敗是911 事件當天，因為所有傳呼
訊號全中斷了。

法庭文件指出，這對夫婦從事該違法行為
至少10年，曾協助不少人通過極其嚴格的商業
執照筆試，僅在2010年1月至現在的兩年間裡
就有多達720 人在紐約商業駕駛學校協助下，
通過考試而獲得了商業駕駛執照。目前聯邦法
庭指控這對夫婦犯有欺詐罪，若罪成，將面臨
最高20年的監禁。

助考美駕照作弊 港移民夫婦被控詐騙

■英大學聯會：歡迎外國學生

■希失業漢槍傷3人挾人質

■塔利班稱對遇害華婦負責

【本報訊】據中央社雅典1日消息，希臘警方今天
表示，1名遭工廠解僱員工心生不滿，開槍射傷前僱主
與1名員工，並挾持另外兩名同事，最後自首。

警方包圍這家位於希臘東北部科摩提尼的工廠後，
男子釋放2名人質並自首。這家工廠專門生產廢棄物容
器。受傷的老闆和員工被緊急送醫，Helesi公司發言人
表示，槍手射傷老闆的 「頸部、手部與身體側邊」，另
一名保加利亞籍的員工則傷及腿部，兩人傷勢無大礙。

警方表示，這名 61 歲的失業男育有 2 名子女，自
2000年起在該工廠工作，約在7個月前被解僱，理由是
「情緒不穩，態度不配合且有犯罪傾向」。他在闖入公

司時持獵槍射傷前同事，不過並未傷害人質。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二日電】英國大學聯合會重
申，英國政府雖然更改了外國學生簽證規定，但沒有對
招收外國學生設限，英國歡迎盡量多的外國學生來英學
習。

英國今年4月6日即將實施歐盟以外學生簽證新規
定。英國大學聯合會主席埃里克．湯姆森否定英政府更
改學生簽證條例是針對移民問題而制定，並強調政府完
全沒有計劃限制外國學生來英。

「英國大學的門向全球大開，」埃里克．湯姆森
說，目前英國有 28 萬外國留學生，政府並沒有將留學
生數目計算在移民數字之內，大學聯合會也一直要求政
府做到，任何改變都不能影響外國學生合法來英。 「我
們承認，英政府十分重視限制移民。新的學生簽證規定
只是限制了那些想來英國但不是真心實意讀書的人。」
他又說：「實際的數字顯示，只有2%的外國學生超過簽
證期限仍逗留在英國，對英國移民問題談不上影響。」

【本報訊】據巴基斯坦《黎明報》、美聯社1日消息：
巴基斯坦塔利班組織發言人阿夫里迪3月1日宣布，對
一名中國女性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被害負責。

白沙瓦當地警局局長 28 日曾表示，襲擊事件與武
裝分子有牽連，但無定論。報道介紹說，日前在白沙瓦
的一個集市內，武裝分子打死了一名女性及陪同她的一
名男子。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2 月 29 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針對1名女性中國公民在巴基斯坦遭槍擊身
亡一事，中方已要求巴方全力緝拿兇手，嚴懲肇事者。

法國將於 4 月和 5 月舉行總統大選，爭
取連任的薩爾科齊為競選活動來到西南部城
市巴約納，他在群眾鬧事時躲入皇宮酒吧，
而防暴警察則在外保護。

現場氣氛一度緊張
據悉，薩爾科齊原定在當地的皇宮酒吧

內會見地方選民。數百名巴斯克分離主義分
子及來自反對黨社會黨的支持者，一見薩爾
科齊現身，便對他大聲謾罵、嘲笑，甚至以
巴斯克語大喊 「薩爾科齊滾蛋」，期間有人
丟擲爭取巴斯克更大幅度自治的傳單、雞蛋
，現場形勢一度緊張。

為躲避抗議民眾，薩爾科齊只好在原先
預定會見地方選民的皇宮酒吧裡停留長達 1
小時。

一些觀察人士注意到，在最近幾場競選
活動中，薩爾科齊的保安人員數目變得很少
，有可能是因為薩爾科齊嘗試跟選民多接觸
。但是，防暴警察的迅速行動，則顯現了這
位領導人跟民眾接觸的決心究竟有多誠懇。

怒斥奧朗德暴力抗議
薩爾科齊在酒吧裡猛烈抨擊 「少數人的

暴力及其讓人無法接受的行為」。他說，

「我們這是在法國，在法蘭西共和國的領土
上，法國的總統將會到任何地方去。若這樣
都讓少數破壞狂們感到不快的話，只能對他
們說抱歉了。」

隨後，薩爾科齊在防暴警察的護送之下
，由雨傘擋離開了皇宮酒吧。薩爾科齊稍
後前往布魯塞爾，參加歐洲理事會的會議，
他譴責這次事件，並歸罪於聲勢領先的奧朗
德所屬政黨。他抱怨道： 「很難過見到奧朗
德所領導社會黨的激進分子與（巴斯克）分離
主義分子掛，以暴力抗議活動恐嚇一般民
眾，而這些民眾只不過想和我見面談談。」

不過，奧朗德競選團隊的重要成員瓦爾
表示，奧朗德譴責任何暴力行為，但沒有社
會黨人涉及巴約納的這次事件。

薩爾科齊競選活動發言人娜塔麗．科修
斯柯─莫里塞要求社會黨人士 「尊重民主辯
論的規則」。

自薩爾科齊在2月15日宣布競逐連任以
來，新一輪民調顯示，他與對手在首輪競逐
中的差距已經被拉近，不過在最後一輪仍大
幅落後。這位法國現任總統正在積極地進行
拉票活動，雙方支持者互相之間的嚴厲指責
也變得越來越尖銳。

【本報訊】據俄新社聖彼得堡2日消息：俄羅斯聖
彼得堡市一家中餐館2日發生煤氣爆炸並引發大火，當
地緊急情況部門稱，至少9人受傷。

聖彼得堡緊急情況總局表示，救援人員當地時間
11點23分收到消息，位於中奧赫季斯基大街2B號五層
居民樓一樓的這家飯店起火。初步資料表明，爆炸時飯
店內有至少9人受傷。該區政府消息人士向俄新社表示
： 「有9人受傷，其中2人傷勢嚴重。」

據悉，受傷的飯店工作人員均為中國人。這家飯店
12 點開始營業，因此當時那裡沒有顧客。當地緊急情
況部門稱，火災可能是由於煤氣罐爆炸引起的。目前有
關部門正在就事件進行調查。

【本報訊】據美聯社莫斯科2日消
息：俄羅斯總理弗拉基米爾．普京1日
會見了許多外國主流媒體的主編，並表
達了他對贏得本周日總統選舉的信心，
同時直截了當地駁回了反對派的要求。

幾乎是穩操勝券的普京，以積極

的態度看待周五發生的大規模反政府
示威。

抗議行動促政府反思
普京表示，這樣的抗議行動對俄羅

斯來說，是很好的經歷。 「抗議行動使

政府更加有所作為，促使他們去反思現
狀，尋找解決辦法和與社會溝通的途徑
，」他說， 「批評之聲聚集在統一俄羅
斯黨這個佔大多數席位的黨派是預料之
中的，它承擔為國家負責的壓力已經有
相當一段時間。」

普京同時承諾會與示威者進行對話
，但是拒絕其要求重新進行去年 12 月
議會選舉的請求。此次選舉被質疑有作
弊嫌疑，數萬人在莫斯科舉行了示威抗
議。這也是自蘇聯解體後 20 年來，俄
羅斯境內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反對派
人士正在積極謀劃另一大規模示威，表
達其對周日選舉發生人為操控的擔憂。

普京堅定地表示，他受到大多數俄
羅斯人的支持，但同時承認他在莫斯科
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60%民眾支
持普京，這也為他輕鬆戰勝其他四個總
統候選人鋪平了道路。

去年9月，當普京和現任總統梅德
韋傑夫宣布將在競選中互換位置。普京

表示，之所以作這樣的決定是因為在二
人之中，普京的受歡迎程度較高。普京
重申如果在周日選舉中獲勝，他將提名
梅德韋傑夫為總理。他表示，總理的職
位可以讓梅德韋傑夫更好地實施他之前
宣布的改革計劃。

6年後去向未考慮
普京對於本周末即將舉行的總統大

選可謂十拿九穩。但是他 「還沒有想過
」當新總統任期於 2018 年結束之後，
是否繼續執政生涯。

他說： 「我不知道我是否想在俄羅
斯的政治舞台上工作 20 多年。我自己
也還沒有做出決定。」

當被問及如此長時間掌握政權是否
正常時，普京說： 「如果所有事務能夠
得到解決，民眾也喜歡這樣的話，那就
是正常的。」按照俄羅斯法律，今年
60 歲的普京可以連續兩個任期擔任總
統之職。這就意味普京可以一直執政
至2024年，那時他將72歲。

法總統拉票遭圍攻法總統拉票遭圍攻
【本報訊】據法新社、美聯社巴黎2日消息：法國總統

薩爾科齊1日在南部巴斯克地區進行競選活動，卻不幸遭
到數百名巴斯克分離主義分子與在野社會黨支持者的抗議
。期間更有人破口大罵，並向他扔雞蛋，薩爾科齊被迫在
酒吧裡躲了1小時。

▲涉嫌幫顧客作弊騙取商業駕照的紐約商業駕駛學校
負責人之一吳姵娟 《僑報》網站

俄中餐館爆炸 9華人傷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2日在投票站投下本屆議會選
舉的首張選票 新華社

▲薩爾科齊在防暴警察的保衛下，向民眾招手 美聯社

▲2日，普京和現任總統梅德韋傑夫（右）在交談 美聯社

▲防暴警察迫使聚集在酒吧外的示威者們向後退去 美聯社

▲消防員試圖撲熄聖彼得堡市 「哈爾濱中餐館」 內
的大火 美聯社

伊朗議會選舉伊朗議會選舉 政教兩派爭勝政教兩派爭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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