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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酒店大火2死21傷

美國會再炒中國網軍威脅
稱攻擊可癱基礎設施 指白宮應對乏術

■日俄就北方四島討價還價

■白宮緘默多日終提普京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中新社9日
報道：泰國首都曼谷遊客區一間4星級酒
店8日深夜發生火災，造成至少2名外國
遊客死亡，21 名遊客受傷。目前尚未有
任何中國人的傷亡報告。香港旅遊業議會
表示，目前無香港旅行團入住該酒店，入
境處亦未收到港人求助。

遊客跳泳池喪生
泰國傳媒報道，火災發生時，一名俄

籍女遊客由6樓跳到泳池喪生，另一名亞
裔男人則被發現倒斃在七樓。此前，曼谷
艾呂灣應急中心主任9日稱，這名俄籍女
子係吸入濃煙導致缺氧窒息而亡，但沒有
透露這名罹難者的姓名及更多細節，並稱
受傷之外國人的國籍亦尚未確認。

曼谷警方稱，該名外國女子是在送往
醫院後，於9日凌晨4時左右宣告不治身
亡的。火災中的 21 名傷者被分別送往曼
谷考藍泰、朱拉隆功等4家醫院接受治療
。據考藍泰醫院院長素威奈介紹，該院接
收了9名傷者入院治療，其中的6人為俄
羅斯人、1 人為日本人、1 名泰國人，另
一名傷者的身份還有待確定。他說，入住
該院的傷者有望從9日起陸續出院。

電線短路引火災
據悉，發生事故的是四星級的美爵公

園大道酒店，樓高十五層，有二百多間房
間，位於曼谷著名旅遊區素坤逸路，鄰近
景點班哲希利公園和大型商場帝國百貨，
是不少商務或自遊行旅客的選擇。當晚的

大火是從該酒店4樓的多功能區開始起火
的，消防隊員花了近兩個小時才將大火火
勢控制住，但酒店4樓的多功能廳已被完
全燒毀。當局稱，當晚的火災可能是由電
線短路引起的，但具體失火原因專家們仍
在調查中。

消防員形容這是一場小火，最初從4
樓冒出，很快就被撲滅，但因大量濃煙迅
速蔓延至頂部樓層，當時有許多住客在房
間裡，很多人都無法逃生，一些人吸入濃
煙後感到不適。多輛消防車到場灌救，出
動雲梯救人。火勢大約1小時後受到控制
。消防員拉莫班說，他們趕到現場時，看
見酒店頂部樓層有人在呼救。 「人們非常
驚慌，有些人要從窗口跳下。」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中新網9日
報道：美國國防部副部長阿士頓．卡特8
日表示，美國將調派更多軍力前往亞太地
區，其中包括一艘航空母艦，以期在中國
影響力增加的情況下維持亞太地區現狀。

卡特在麥卡艾利斯公司主辦的工業會
議上表示，今後幾年內，美國海軍艦艇有
多達60%將部署太平洋，包括增派一艘航
空母艦，使數目達到6艘。他還說，過去
60 年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為防止武裝
衝突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我們不希望改
變這種局面，我們希望繼續發揮這樣的作
用，這也是我們加大在亞太投入的目標所
在。」

卡特指出，美國陸軍和陸戰隊也將加
強輪調，因此，在亞太地區的美國陸軍只

會多、不會少。此外，他還舉出美軍許多
針對太平洋區域的升級作業和新計劃，包
括提升雷達和反潛作戰能力，以及可攜載
核彈的新型長程轟炸機。這些計劃大都列
在奧巴馬上月遞交國會的5年開支計劃中
。美國海軍部長馬布斯則在會議上表示，
海軍計劃使用剛出廠的新船艦，達到增強
軍力的目標。

美國最近一方面加緊了與亞太國家的
軍事聯繫，其中包括澳洲、菲律賓和新加
坡，另一方面解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
不是為了圍堵中國。去年 11 月，美國總
統奧巴馬訪問澳洲時表示，美國在亞太地
區擔當更重要及持久的角色，這是他任內
的重要目標，而強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
事開支不會跟隨整體軍費開支削減。

美擬增派航母 擴亞太軍力

【本報訊】據中新社紐約8日消息：美國匹茲堡大學當地時間8
日發生槍擊案，至少造成2人死亡，7人受傷。槍擊事件發生於8日
下午，地點位於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的精神病學研究所。當局稱，槍
擊至少涉及9人，其中2人已宣告死亡。

匹茲堡警方初步調查顯示，槍手應是死者之一，但目前其身份和
作案動機均不明。傷者中至少包括1名在匹茲堡大學值勤的警察，他
腿部受槍傷。據稱該警察將槍手打傷。警方暫時排除已死亡的槍手還
有其他同夥。槍擊案中的7名傷者已被直接送到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
接受急救，還不清楚傷者的狀況。由於一度傳言有人質被槍手劫持，
因而在匹大校園觸發了一定恐慌。

■美大學槍擊案2死7傷

【本報訊】據共同社8日消息：再度當選俄羅斯總統的普京日前
就北方領土問題主張把色丹、齒舞兩島歸還日本，野田佳彥8日在眾
院預算委員會上就此表示： 「這不是四島歸還一半就可以的問題。這
兩個島的面積僅佔北方四島總面積的7%，其餘93%不歸還就談不上
公平。」

普京在當選俄羅斯總統前曾經表態，說有意最終解決北方領土問
題。普京曾以與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的劃界經驗為例，證明衝
突是可以解決的。他說，俄中進行了長達40年的邊界談判。雙方找
到了妥協的解決辦法。他非常希望與日本也能這樣做。

【本報訊】據中新社8日消息：在普京當選俄羅斯總統之後一直
保持緘默的美國白宮8日終於打破沉默，其發言人卡尼當天首次提及
普京的名字，稱美國對俄政策基於國家利益而非某位個人，無論誰當
選俄總統，美國都將繼續與俄羅斯開展合作。

儘管對普京的當選態度曖昧，但卡尼明確指出，美國對俄羅斯的
政策是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不是基於某個個人。至於為何白宮在
世界其他領導人當選時會表達祝賀，而普京當選時卻未祝賀的問題。
卡尼僅僅以國務院已有類似的東西加以搪塞，他還以 「日程繁忙」解
釋奧巴馬迄今尚未與普京通話的原因，並表示兩人肯定會通話。

■日擬放寬自衛隊武器使用
【本報訊】據共同社9日報道：日本政府將探討修改《聯合國維

和行動（PKO）協力法》，以放寬自衛隊參加維和行動時的武器使
用標準。日本防衛相田中直紀9日上午在記者會上表示，希望反映第
一線的意見。爭取能在此次國會上提交修正案。

現行《PKO法》規定，僅在防衛自衛官以及共同工作的聯合國
工作人員等 「屬於自己管轄範圍內的人員」時可使用武器。政府及民
主黨正在探討是否可將使用範圍擴大，以便在保護自衛隊宿營地外遭
到襲擊的平民等場合適用。然而此次國會上朝野雙方對決態勢明顯，
法案能否通過尚難以預料。

在這份長達 135 頁的報告中，
該委員會指出，美國電信業供應鏈
尤其容易遭受網絡破壞，如果受到
攻擊，則有可能導致美國至關重要
的基礎設施 「災難性失靈」。

中國網絡發展高效
這份由美國國防承包商諾斯洛

普格拉曼公司所撰寫的報告指，中
國解放軍領導層已經具有一個概念
，就是成功的作戰建立在掌控對方
信息和信息系統的能力之上。報告
稱中國的計算機網絡運作能力發展
高效， 「足以在發生衝突時，對美
軍構成真正威脅。」解放軍 「可能
在實際戰爭發生前，利用電子戰爭
反制武器、網絡攻擊和攻擊工具，
鎖定美國網絡系統攻擊，以延後其
參戰或降低其戰鬥力」。

報告稱，解放軍將會以美軍的
後勤和指揮控制基礎設施當做目標
發動襲擊。中國人民解放軍去年進
行 「聯合訊息攻擊及防禦行動」演
習，2010 年也進行過通信指揮和控
制系統的攻擊演練。類似的演習代
表中國正有效率地整合網絡和電子
戰軍力，也顯示中國在電腦網絡行

動上的能力，已提升至足以對美國
造成實質威脅。

美應對責任歸屬不清
報告又指，如果與中國發生衝

突、遭遇網絡攻擊，又無法明確證
明是誰發起的攻擊，美國並沒有一
個採取適當應對措施的標準化政策
。 「即使間接證據指向中國是罪魁
禍首，但美國現行政策，無法輕易
判定面對大規模軍事和民間網絡攻
擊的適當應對方式，這部分缺乏明
確責任歸屬。」

報告研究了中國在與美國軍事
緊張局勢加劇時的可能反應。報告
稱，首先中國將設法檢查並加強網
絡監控渠道，這些渠道早就被隱藏
於美國軍事通信系統中。其次中國
軍方探員會找到 「機會目標」，而
這些目標可能包括美國軍事指揮部
以及給他們提供服務的承包商。

美徹查電信供應鏈
與此同時，由西方合作夥伴提

供關鍵技術的中國電信企業，將向
中國軍方貢獻尖端研究科技成果。
而中國軍方與國內電信企業的緊密

聯繫，也將讓軍方有途徑向美國軍
方、政府和私營行業所用電子設備
供應網絡滲透。

報道指，中國一再否認關於網
絡間諜的指控，稱美中經濟與安全
評估委員會是 「冷戰思維的產物」
。據悉，奧巴馬政府目前正在徹查
美國電信業的供應鏈。美國眾議院
情報委員會也在對中國電信公司以
及它們試圖進入美國市場的努力進
行調查。

【本報訊】據美聯社紐約九日消息：新獲得的文件顯
示，紐約市警察局秘密搜集第二代和第三代美國移民經營
商店和公司的資料，只因為這些移民後代是穆斯林。這是
迄今最明確的證據，表明警方根據宗教背景來監視國民。

紐約市警察局面臨來自穆斯林、議員以至聯邦調查局
的猛烈抨擊，其無遠弗屆的監視活動使得整個街區都受到
監控。據悉，紐約警方開設秘密檔案，搜集清白者的資料
，監視美國東北部穆斯林社群的清真寺、學生團體和公司。

對此，紐約市長彭博則為警方辯護，宣稱警察負責保
護紐約市的安全，他們的活動是完全合法的，並非根據宗
教背景來對待居民。然而，在 2007 年底，紐約警察局秘
密組織 「人口統計組」的便衣警察被派去調查紐約市的敘
利亞裔市民。警方對商店和公司進行拍照，對吃簡便午餐
的長櫃、雜貨店和糕點店進行竊聽。調查結果顯示，看
不到任何威脅。但文件顯示，雖然居住在紐約市的敘利亞
裔大多數是猶太裔，但是警方不監視這些猶太人。報告說
： 「本報告將集中於較小的穆斯林社區。」很多被監控的
人士，都是美國出生的公民，其家族都是在二十世紀上半
葉移民美國的。

人口統計組是多年前秘密成立的，旨在監視可能隱藏
恐怖分子的社群和及早發覺潛在問題。如果便衣警察偶爾
聽到有人發表反美言論，或極端的言論，就會對他們進行
跟蹤和監控。很多人都進了警方的檔案，不是因為他們有
什麼犯罪活動，而僅僅因為他們是他們那個街區的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商店店員進了警察檔案，檔案裡列明他們的
種族背景。參加某次泛舟活動或談論即將在大學裡舉辦的
某次宗教講座的穆斯林大學生，也會進入警察檔案。

自 「九．一一」恐襲以來，紐約市警察局已搖身變成
美國最積極進取的情報機構之一，其活動極其嚴密，活動
地區超出紐約市，包括其他地區例如新澤西。彭博和紐約
市警察局說，這些計劃都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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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國《華爾街日報》8日報道：
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8日發布報告稱，如
果中美發生衝突，中國的網絡戰爭能力將對美國構成威脅。
但美國政府在回應對美軍或民間網絡大規模攻擊的行動上，
缺乏相關政策，也無法判定攻擊者的身份。

【本報訊】據法新社 9 日消息
：一名巴基斯坦調查人員表示，本
．拉登在他最後的日子裡，被 「基
地」組織剝奪領導地位，疑似患上
老年痴呆，並有可能是一名爭寵的
妻子以及副手向美國提供情報而遭
出賣。

9．11後被強迫退休
退休準將舒卡拉．卡德爾表示

，他花了 8 個月時間對 「基地」首
腦在巴基斯坦的生活進行調查，利
用自己跟軍方的聯繫，參觀了本．
拉登生活以及最後的藏身地，並且
獲得了部分機密文件。他說，自己
跟審訊拉登妻子的巴基斯坦三軍情
報局（ISI）特工有過交談，這一切
多虧巴基斯坦軍方領導人卡亞尼將
軍。

卡德爾說自己手上雖然沒有證
據，但是可以將拉登在當地與世隔
絕的生活，以及他被其中一名妻子
背叛的情景勾勒出來。如果消息準

確無誤，就為這名全球頭號通緝犯
之死提供新的說法。 「在2003年，
基地組織決定讓本．拉登退休。他
已有點老糊塗了。從2001年開始，
拉登患上了一定程度的退化性疾病
，出現幻覺。」卡德爾說道。

卡德爾說，為了進行調查，他
跑到阿富汗邊境無法律監管的部落
地帶，在過去10年，該地是基地首
腦的避難場所。在1998年退休之前
，卡德爾曾在當地的陸軍部隊服役
。卡德爾說， 「911」襲擊之後，拉
登的精神狀況開始惡化，扎瓦赫里
「忍無可忍，決定讓拉登退休」。

沙特妻子提供情報
卡德爾續說，本．拉登一直在

巴基斯坦西北部的藏身地之間來回
奔波，基地組織後來決定阿伯塔巴
德地區非常適合拉登藏身，就為拉
登及其兩名妻子、還有子女建了一
個家，外有高牆掩護。

拉登與他最年輕的妻子阿邁勒

住進了三層的一間臥室。阿邁勒來
自也門，1999年嫁給拉登為妻，據
稱最受拉登寵愛，她在阿伯塔巴德
生下兩名小孩。卡德爾相信，拉登
家中多年來一直相處融洽，不過事
情到了 2011 年 3 月發生了一點變化

，拉登年紀較大的沙特妻子卡伊里
哈出現了，她是自2001年年底一家
人分開之後首次露面。卡伊里哈來
了兩個月之後，美軍突襲拉登住所
。卡德爾相信，是卡伊里哈背叛了
自己的丈夫。

▲拉登在巴基斯坦的最後藏身地已被拆毀 法新社

▲2005年3月2日，停泊在費城的航母 「美國號」
資料圖片

▲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8
日發布的報告封面 互聯網

▲美國國土安全局的網絡安全分析
專家在華盛頓工作的場景

資料圖片

▲泰國消防員8日將受困外國遊客救出 美聯社

▲3月8日，在新澤西，美各族裔人士出席一個介紹警方監視穆
斯林的發布會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