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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書展聚焦中國市場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15日電】2012倫敦書展16

日開幕，中國作為本屆書展的主賓國將在一連三日的書
展期間舉行一系列活動，全面推介中國出版、印刷、發
行及相關市場，介紹中國文化發展。一個紀錄香港特區
15年發展的圖片展覽亦同時舉行。

每年一度的倫敦書展在倫敦厄爾斯展覽中心舉行，
是全球出版界的大盛事。作為該行業洽商交流的大平台
，本屆書展有超過1500家公司參展，24500出版業行家
雲集，400餘項研發活動在三日的書展期間同時進行。

過去8年，倫敦書展每年舉辦市場焦點活動，向出
版商集中推介一個新興出版市場。中國是本屆倫敦書展
的主賓國，也是今年書展的市場焦點推介國。有600多
來自中國的出版商和來到倫敦參展，近百名來自中國的
作家、劇作家、藝術家、演奏家、影視製作商成為市場
焦點活動的主角，通過300多場各種形式的活動，向國
際推銷中國市場。

由香港出版總會和香港印刷業商會合辦，特區政府
「創意香港辦公室」贊助，名為 「騰飛香港」的圖片展

覽 16 日也同時在書展開幕，讓國際出版市場認識香港
特區15年的發展。

據悉，近期在英國訪問的兩位中國領導人，國務委
員劉延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也將親臨書展參
觀。

■巴基斯坦384囚犯越獄
【本報訊】據新華社伊斯蘭堡 15 日消息巴基斯坦

警方 15 日說，武裝分子當天凌晨對巴基斯坦西北部本
努特區的一座監獄發動襲擊，造成384名犯人逃跑。據
巴基斯坦警方說，當地時間15日凌晨1時30分左右，
大批武裝分子對本努特區的一座大型監獄發動襲擊，該
監獄共關押有944名罪犯。

參與襲擊的100多名武裝分子用手榴彈炸開監獄大
門，並同警方展開交火。包括警察和犯人在內的 25 人
在襲擊中受傷。襲擊者破壞牢房門鎖打開了6間牢房，
放跑384名囚犯。警方和軍隊在隨後展開的搜捕行動中
抓捕了 10 名逃犯。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稱製造了此次襲
擊事件，並宣稱在此次襲擊中釋放了1200多名犯人。

■埃及10人被禁參選總統
【本報訊】據法新社開羅 15 日消息：數名埃及總

統選舉主要參選人被最高總統選舉委員會裁定不合資格
參選。現在距離長期領導人穆巴拉克被人民推翻後首次
總統選舉舉行尚有5星期。

4 月 14 日，埃及最高總統選舉委員會裁定，23 名
登記參選總統的人當中，有 10 人不可參選，當中包括
前副總統蘇萊曼、穆斯林兄弟會（穆兄會）前副主席沙
特爾，還有受歡迎的薩拉菲派政界人士伊斯梅爾。

委員會人員阿塔對法新社說，蘇萊曼之所以不符合
參選資格，是因為他未能依照規定，從 15 個省取得足
夠的支持。因恐怖主義及洗黑錢罪名而入獄的沙特爾去
年3月才出獄，如今參選有違獲釋或獲赦免6年才可參
選的規定。伊斯梅爾則因母親有外國國籍，違反所有參
選人、其父母及妻子皆只能擁有埃及國籍的選舉規定，
而不可角逐。

【本報訊】據中新社休斯敦 14 日消息：美國艾奧
瓦州21歲的中國留學生唐鵬（音譯）被控於2周前以租房
為藉口強姦女房主，被捕後他沒有認罪。他的父母趕赴
美國後試圖賄賂受害人讓其改變口供，也被警方起訴。

《艾奧瓦城市》14 日報道稱，唐鵬本周並沒有在
約翰遜縣法院出庭，其代表律師表示唐某並不認可對他
的指控。

受害人向警方表示，3月29日晚8時許，唐鵬以租
屋為由到西頓街看房，當女房主向他展示公寓臥室時，
唐鵬將房門鎖上，試圖將受害人雙手綁在背後，並用毛
巾堵住其嘴巴，他強迫她關閉手機，然後對她實施了性
侵犯。

據稱，唐鵬威脅該女子 「最好聽話，我身上有刀」
，他還拍攝了受害人的裸照，聲稱如果她打電話報警就
將照片公布到網上。在受害人的協助下，警方 24 小時
內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並在其公寓搜查出手銬、刀、女
士胸罩和內褲、避孕套盒及開鎖工具書。

目前，唐鵬被控一級綁架罪和強姦罪，如果罪名成
立，最高可判終身監禁。該案也已提請美國移民局關注
，這意味着他可能被驅逐回家鄉完成他的刑期。

此案涉及的另一項起訴同樣引起關注，艾奧瓦警局
的犯罪起訴書稱，唐鵬的父母──57歲的唐某和49歲
的李某（音譯）事發後於本月初趕到艾奧瓦州，他們曾
對人宣稱會找到指控兒子強姦的女子，並 「勸說」其改
變口供以獲得一些報酬。一位朋友把唐鵬父母的話轉告
了受害人，警方接到通知後逮捕了唐的父母。

美國法律規定，賄賂證人或陪審團成員將加重對其
罪行的指控。

中國留學生涉姦女房東
父母欲買通被害人翻供

【本報訊】據新華社、法新社 15 日消息：
美洲玻利瓦爾聯盟 14 日在第六屆美洲國家首腦
會議舉行期間發表正式公報說，如果美國和加拿
大不解除對古巴參加美洲國家首腦會議的排斥政
策，該聯盟成員國（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玻利
維亞、尼加拉瓜等）將集體抵制今後的美洲國家
首腦會議。

公報指出，在第六屆美洲峰會外長會議期間
關於 「維護拉美人民主權和尊嚴」的討論中，拉
美和加勒比地區民主國家已經對古巴進行聲援。
公報強調，反對將古巴無理排斥在美洲國家首腦
會議之外，譴責美國對古巴持續 50 多年的經濟
、貿易和金融封鎖。

此前，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為抗議美洲國家

首腦會議將古巴排斥在外，拒絕出席會議，且未
派任何代表與會，並宣布永不參加 「沒有古巴的
美洲峰會」。

14 日上午，委內瑞拉外長馬杜羅宣布，委
總統查韋斯由於健康原因取消參加美洲國家首腦
會議計劃。而此前一天，查韋斯公開表示迴避古
巴和馬島問題的會議 「毫無意義」。

美洲峰會東道主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周六表
示，不讓古巴參加下屆峰會是 「無法接受的」。
他強調， 「此種孤立和漠視，已經不起作用了。
在當今世界，沒有任何理由支持這種落伍過時的
看法。」

哥倫比亞領導人的看法，亦呼應了玻利維亞
總理莫拉萊斯的意見。莫拉萊斯表示，所有拉丁

美洲國家都支持古巴參與峰會莫拉萊斯說， 「不
可能因為就一個國家，就反對和罔顧其他國家的
意願。」

尼加拉瓜總統奧特加也從該國首都加入反對
聲音的陣營，指責美國繼續在西半球推行 「門羅
主義」。

奧巴馬特工召妓醜聞升級
另據中新社紐約 14 日消息：負責美國總統

奧巴馬安保工作的多名特工在美洲峰會舉辦地哥
倫比亞卡塔赫納召妓的醜聞 14 日愈演愈烈，美
軍司令緊急出面謀求盡快控制事態。

涉及 「行為不檢」醜聞的美方人員目前已經
至少擴大到 17 人，調查範圍也從特勤局擴大到

美國軍方。
美國特勤局方面稍早前已經證實，12 名負

責奧巴馬在美洲峰會安保工作的特工因 「行為不
檢」、違反有關規定，被調離崗位，並被遣送回
美國。

醜聞並沒有就此止步，反而傳出更多難堪
的細節。卡塔赫納警方 14 日透露，至少一名
特工與卡塔赫納市內妓女有牽連，該特工攜妓
女進入酒店房間，並試圖用特勤局證件說服酒店
人員。

美國國會眾議員彼得．金 14 日則對美聯社
稱，幾乎所有涉及醜聞的特工都在其所在酒店房
間裡 「有女人」。他判斷，這些女人應該都是妓
女，調查人員還在就此訊問相關特工。

更令美方尷尬的是，多名涉案特工來自軍方
。美軍南方司令部 14 日證實，另有至少 5 名美
軍人員捲入醜聞，他們的任務是 「協助特勤局保
護奧巴馬的安全」。

美洲多國為古巴向美討說法

此次閱兵是朝鮮兩個月內第二次大
規模閱兵。金正恩表示，朝鮮現在正處
於重大的歷史時機。朝鮮要永遠堅持偉
大領袖開創的 「自主、先軍、社會主義
的道路」，爭取新的勝利。他號召人民
軍永遠跟隨勞動黨中央，遵循金正日的
遺訓，團結一心，以不敗的信念，進行
強盛國家建設。金正恩在演講中重申，
軍隊將持續在國家事務上扮演支配性角
色，沿襲其父親、朝鮮已故領導人金正
日時期的方針。金正恩更呼籲把國家
「首要、次要和第 3」發展重點放在武

力上，強化 「先軍」政策。
金正恩在演講中說： 「金日成民族

百年史為歷經磨難的歷史畫上了永遠的
句號，使我們祖國與人民的尊嚴站在了
民族史上最高的境地，我們從過去的弱
小國家，轉變成政治軍事強國，我們的
人民是誰都不敢輕易侵犯的民族，我們
正在顯示着我們的尊嚴。」

他還說，這一驚人的巨變並不是偶
然的，而是先軍革命的開拓者、我們偉
大的領導人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為
我們創造的歷史。金正恩用 「向最後的
勝利前進」的口號結束了演講，聽眾們
在席間則大呼 「萬歲」。

韓專家：金正恩展現自信
韓 國 國 防 大 學 分 析 家 金 淵 洙

（Kim Yeon-su，音譯）表示，金正恩

的演講為 「自信的展現，他企圖消弭各
界對他掌權的疑慮」。金淵洙表示，金
正恩這次首度公開演講，鼓吹朝鮮軍力
，並傳達出他 「視自己為軍事領導人而
非文人領袖」的強烈訊息。

演講結束後，閱兵式正式開始。陸
海空三軍、工農赤衛隊、紅色青年近衛
軍、學生、女兵方陣闊步登場，緊接着
，裝甲車、坦克、火炮、岸艦導彈、地
空導彈、地地導彈等武器裝備方陣也逐
個通過主席台接受檢閱。朝鮮當天在閱
兵儀式上展示的武器與裝備達34種880
餘項，屬歷史最大規模。朝鮮還首次展
示了其自主研製的無人機。

韓軍消息人士表示，朝鮮在閱兵儀
式上公開了新型遠程彈道導彈。該導彈
在朝鮮半島尚未進行過試射。該導彈直
徑為2米，長18米，射程較中程彈道導
彈 「舞水端」（Musudan）更遠。據另
一消息人士稱，韓美信息當局正在追蹤
朝是否部署了新型遠程彈道導彈。該導
彈射程比 「舞水端」導彈更長，射程為
5000 至 6000 公里，屬於公路機動洲際
彈道導彈（ICBM）。

美聯社稱，據聞朝鮮正在研發的新
型導彈，擁有更大的助推器，其射程最
高超過1萬公里，理論上可以到達美洲
大陸。不過，上周五發射火箭行動失敗
顯示，朝鮮要實現有效的洲際導彈襲擊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簡訊

朝閱兵展示遠程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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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泰晤士報）

【本報訊】據英國《星期日泰晤士
報》網絡版15日消息：科學家已開始建
構天上的數碼高速公路，好讓未來要坐
飛天車上班的人們一路安全。

預期未來人們可以從他們的家門外

的車道起飛，彷彿他們駕着演員布斯韋
利士在電影《第五元素》中所駕的飛天
的士那樣。

這是一個充滿未來主義色彩的英國
道路網絡交通擠塞紓緩方法。英國利物

浦大學的航天工程師們，已開始在英國
建構有可能變成現實的空中 「高速公路
」網絡。用家可以運用全球定位系統技
術來使用這個網絡，並透過偵測及迴避
系統來避免碰撞。

這個網絡將容許大量英文簡稱為
「PAL-V」的陸空兩用交通工具安全飛

行。近日發布的一種可以投產的原型，
將利用螺旋槳起飛。而且只要一按鍵，
螺旋槳和推進器一起就可以在約10分鐘
收起，讓飛天車降落地面。

這種可以安排兩個人坐的交通工具
，然後就可以像汽車一樣駕駛，最高速
度就和一輛豪華房車差不多。設計這個
原型的荷蘭 PAL-V 歐洲公司說，它在
地上只要8秒就可以把速度提升至每小
時60英里，在天上則可以飛行最多315
英里。

每輛售184萬
結果，由倫敦至利物浦那個距離的

行程，將縮短至個多小時就完成，而且
它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亦比目前使用的汽
車少。成本一點都不便宜。私人駕駛員
的牌照要花40小時訓練和考試。但如果

你無法支付15萬英鎊（約184萬港元）
的價錢去買一輛飛天車，你可以選坐
《第五元素》那種的士。

主持研究的利物浦大學航天工程學
講師江普說： 「我們正着眼於一個20至
30年的時間框架。我們正着眼於社會和
經濟問題，例如公眾對天上飛的系統會
有什麼反應呢？」

有批評者早已指出學校上空發生碰
撞事件的威脅，還有空中指揮交通的複
雜情況。

天上的新道路有可能遠離希思羅、
蓋特威克及利物浦約翰連儂等主要機場
。而現代噴射客機要盡快爬升至最高位
置的同時，飛天車倒不會給飛機構成很
多風險，因為它們將只在 1000 呎至
1500呎的低空飛行而已。

利物浦的這項研究，只是一項價值
370 萬英鎊的項目的其中一部分而已。
該 370 萬英鎊項目在英國、德國和瑞士
的大學進行，希望能在天空發展高速公
路。瑞士洛桑的科學家已用10部同時在
天上飛的機器來製造交通流量。美國太
空總署也有一個作出競爭的項目在美國
推行。

【本報訊】據中通社、中央社、韓聯社、美聯社15日消息：
朝鮮15日在金日成廣場舉行盛大閱兵式，慶祝金日成誕辰100周
年。朝鮮國家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出席閱兵式並發表演講。閱兵式上
展示了新型遠程導彈部隊，並首次展示無人機。

◀女兵方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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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閱

新華社

▲在朝鮮首都
平壤舉行的閱
兵式上，朝鮮
國家最高領導
人金正恩向現
場群眾揮手致
意

美聯社
▲朝鮮閱兵式中亮相的遠程導彈▲朝鮮閱兵式中亮相的遠程導彈

路透社路透社

◀平壤大同江畔15日燃
放煙花，慶祝金日成誕
生100周年

美聯社

▲隊列方陣接受檢閱
新華社

▲唐鵬（左）涉嫌在美國艾奧瓦州強姦女房東，他
父（中）母（右）被控向被害人行賄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