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路透社、美聯社、中央社巴黎22日消息：法國
22日舉行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內政部表示，全國選民超過1/4上
午已完成投票，與近年選舉相比投票率算相當不錯。

不滿薩氏風格 冀失業率降低

小行星採礦計劃本周公布

法大選首輪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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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星期日泰晤
士報》網絡版22 日消息：一群億萬富

豪和冒險家將在本周宣布在和地球擦
身而過的小行星採礦的計劃。

這群人包括谷歌公司的共同創辦
人佩奇和布林、曾擔任微軟公司首席
軟件設計師的億萬富豪西莫尼，還有
電影《鐵達尼號》及《阿凡達》的導
演占士金馬倫。他們出錢支援的一家
名為 「行星資源」的新公司，計劃研
究機械人太空採礦船的使用。

此前有一項研究確認了有 7500 種
合適的岩石，可能含有珍貴礦物，估計
每種岩石的價值高達12.4萬億英鎊。

有關細節仍然保密，直至創辦人
們24 日在西雅圖公布其大計為止。但
據理解，這個集團正尋找一塊 「測試
石」，來證明在外星採礦既實際又划
算。他們甚至可能頒一個獎，給最先
找到一塊 「測試石」的人。

科學家早已確認一個競爭者了。
那是長 350 碼的小行星 「海神 4660」
，它將在 2021 年在地球以外的 2.4 英
里範圍內掠過。

一個形狀猶如汽車、和為探索月
球而設計的機械人，有可能給這顆小
行星繪製地圖和進行探測，證明在太

空採礦或者是可行的。
從小行星抽取原材料的可能性已

討論了數十年，但成本和技術上的挑
戰意味它永不可行。但近日來自美國
太空總署的科學家認為，隨着技術改
進、天然資源減少，這種做法或者在
本世紀後期變得值得。

專家說，全世界對原材料的新來
源需求殷切，對在電子業有重要地位
的 「稀土」金屬的需求尤其如此。

「行星資源」吹噓，它的計劃將
「為全球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數萬億

美元」。
然而，單是降落在一顆小行星，

在技術上已是一大挑戰，而且成本亦
會高昂，更遑論費力開採礦物再把它
們運返地球了。

主要的問題將落在技術上，但其
他問題可能陸續有來。例如，這些岩
石的合法權益誰屬？人類又應否一方
面在太空開拓，另一方面掠奪其他世
界，一如占士金馬倫在《阿凡達》所
描繪的那樣呢？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路透社
22日消息：全球最大零售商沃爾瑪的
墨西哥子公司日前陷入賄賂醜聞。沃
爾瑪承認，該公司正調查其在墨西哥
的管理層，涉嫌透過大規模行賄，來
確保該公司在墨西哥的領導地位及增
加市場佔有率一事。

沃爾瑪負責企業傳訊的副總裁托
瓦爾在一篇聲明中說： 「這件工作正
在進行中，今日也繼續進行。」但他
補充， 「我們目前不會充分解釋發生
什麼事。」

1991年起在墨迅速擴張
沃爾瑪21日晚上作出這番供認之

前，《紐約時報》報道，2005 年 9 月
，沃爾瑪一名高層律師接獲沃爾瑪在
美國以外最大子公司墨西哥沃爾瑪一
名前行政人員的電郵。

在這封電郵和其後的談話中，該
名前行政人員描述墨西哥沃爾瑪如何

透過行賄，來贏取市場支配地位。他
指出，為了趕緊開設分店，該公司透
過行賄，換取在全墨西哥每個角落獲
得許可證。而該名律師之所以有這些
資料，是因為他一直負責確保得到建
造許可證。

沃爾瑪1991年在墨西哥開設首家
美國以外的分店，其後在當地迅速擴
張。2011年，這家墨西哥子公司的總
銷售額報290億美元。而沃爾瑪截至1
月 31 日的 2012 財政年度的銷售額則
報4438.5億美元。

行賄幕後黑手反獲升遷
總部設在美國阿肯色州的沃爾瑪

，派專員到墨西哥城調查，而且不出
數天就發現廣泛行賄的證據。他們發
現了數百筆可疑的支付款項紀錄，總
值超過2400萬美元（約合港幣1.86億
元）。

《紐約時報》說，這家墨西哥子

公司的高層對行賄一事知情，並嘗試
不讓美國總部知道。而當這名調查專
員敦促擴大調查，沃爾瑪的領導層把
調查中止了。與此同時，被上述前行
政人員確認是多年來行賄活動幕後黑
手的賴特，2008年獲擢升為沃爾瑪的
副主席。

《紐約時報》說，該報的報道刊
出之前，行賄的指控和沃爾瑪的調查
工作都從未公諸於世。

托瓦爾一方面說沃爾瑪 「深表關
注」，但另一方面企圖淡化指控的迫
切性。他指出： 「《紐約時報》該篇
報道所說的活動，有很多發生至今已
6 年了。如果這些指控屬實，那也不
代表我們或我們所象徵的東西。我們
對這些指控深表關注，正努力釐清發
生什麼事。

否認美政府毫不知情
「我們不會容忍公司任何位置和

任何層面出現不遵守美國《反海外賄
賂法》的行為。」

但托瓦爾否認美國政府對調查毫
不知情。他說： 「我們經已自願與美
國司法部和證券及交易委員會（的人
員）見面，以公開目前為此事正在進
行中的調查。」他更指沃爾瑪管理層
去年12月亦已着手通知股東有關調查
的事。

沃爾瑪透過削減供應成本及經常
開支，再把省下來的錢回饋顧客，從
而成為全球最大零售商。很多競爭對

手都發現自己在這方面無可企及。但
近年該公司面對網上零售商如亞馬遜
的激烈競爭。這些零售商毋須負擔經
營實體分店的成本，很多時都能在減
價行為方面趕上甚至超越沃爾瑪。

在《反海外賄賂法》網誌撰文的
律師卡辛則敦促沃爾瑪調查公司內部
是否存在其他違規行為，以澄清美國
司法部、證券及交易委員會還有股東
可能出現的疑慮。證券及交易委員會
和司法部的發言人都拒絕置評。沃爾
瑪的股價21日未見重大變動。

沃爾瑪墨國行賄擴分店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22日電】聯合國先遣停火觀察
員22日在敘利亞衝突熱點地區進行訪問，為更大規模的監
督特派團抵敘工作創造基礎。當天，2名先遣隊成員繼續在
霍姆斯市視察。

聯合國安理會21日一致通過決議，決定向敘利亞派遣
一個為期 90 天、由 300 名軍事觀察員和文職人員組成的聯
合國敘利亞監督團，以監督敘各方停止武裝暴力，並支持充
分執行安南提出的解決敘利亞危機的六點建議。

安理會本月輪值主席、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賴斯宣布，
安理會以15票贊成的表決結果，一致通過了由俄羅斯和中
國等國提出的決議草案。秘書長潘基文21日通過其發言人
發表聲明，對安理會一致通過的此項決議表示強烈歡迎。潘
基文指出，將根據他對適當事態發展的評估，包括停止暴力
的鞏固情況，從速部署監督團。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大使21日在決議通過後發
言指出，安南特使斡旋是政治解決敘利亞危機的現實出路和
重要渠道，並已經取得了積極和重要的進展。他敦促包括敘
利亞政府和反對派在內的所有各方，全面配合特使安南的斡
旋，為開啟敘利亞人民主導的包容性政治進程創造條件。

俄羅斯方面表示，向敘利亞派遣監督特派團的決議將使
該國的停火局勢更為穩定。俄外交部發表聲明稱， 「我們敦
促敘利亞各方停止敵對，執行敘危機聯合特使安南和平計劃
的所有條款，遵守決議提出的要求」。法國和德國對安理會
的決定表示歡迎。兩國均表示，這是和平解決敘利亞危機的
最後機會。

聯國將派300觀察員赴敘

總公司涉隱瞞事件 可疑款項達1.86億

▲在墨西哥，沃爾瑪用綠色標誌指出其位置，綠色通常只能用於街道指示
牌，其他商店（例如遠處的Bazar）則遵守規則，用藍色標誌 紐約時報

▲敘利亞霍姆斯居民21日與來自摩洛哥的聯合國觀察
員交談 法新社

初段較預期踴躍
當天8時，法國本土約8.5 萬個投

票站開放，迎接約 4450 萬登記選民投
票。由於時差原因，法國部分海外省
和海外領地已提前開始投票。法國本
土大部分市鎮的投票站將在當天18 時
關閉，巴黎等一些主要城市的投票站
將在20時關閉。

22 日巴黎天氣晴好。記者在一些
投票站看到，投票站開門後，陸續有
選民前來投票，秩序井然。選民在密
閉空間將選票封入藍色信封後，投
入透明的投票箱。記者採訪的大部分
選民表示，希望未來總統能把國家管
理得更好，他們對法國的未來表示樂
觀。

本次大選，很大程度上是由討厭
薩爾科齊誇張的行事風格以及他未能
成功降低失業率等因素驅動，選前民
調顯示，奧朗德與薩爾科齊排在前兩
位，奧朗德領先2個百分點。

57 歲的奧朗德承諾，會採取比薩
爾科齊更加溫和的開支削減政策，同
時希望向富人徵收更高稅項來資助國
家新增就業機會，特別是對年薪超過
100萬歐元（約1026.2萬港元）的富人
，徵收最高75%的稅項。

奧朗德有望成為 1958 年法蘭西第
五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二位左翼總統，
也是自密特朗以來首位左派領導人。
密特朗在 1981 年打敗了當時的在任總
統吉斯卡爾．德斯坦。

奧朗德：「希望就在眼前」
周日早上，奧朗德到自己擔任政

府領導人的科雷茲省蒂勒市進行投票

。他朝一名老婦人耳語說， 「希望就
在眼前」。他的記者女友瓦萊麗．特
里爾韋萊向大幫記者表示，自己感到
「非常緊張」。

同樣是 57 歲的薩爾科齊表示，要
處理未來的經濟危機，在自己手中會
更加安全。不過，2007 年曾被薩爾科
齊創造更多高收入工作承諾所吸引的
工人和年輕人，由於失業率創下12 年
新高，很多人都選擇背棄薩爾科齊。

薩爾科齊不發表言論
薩爾科齊攜身穿暗色衣服的前超

模妻子布魯尼，到巴黎西部富人區納
伊投票，並與旁邊的民眾握手，但離
開時沒有發表任何言論。

很多法國民眾表示不喜歡現任總
統。在任職早期與布魯尼高調舉行婚
禮，偶爾在公眾場合舉止粗魯，再加
上跟富人們關係親密，在民眾心目中
，薩爾科齊被認為是華而不實。

投資者將一直關注喜歡大肆宣傳
的激進派左翼分子梅朗雄的表現。號
召進行反資本主義革命的梅朗雄，因
在競選活動中公開表示對低迷經濟情
況的不滿而人氣急升，與極右派領導
人勒龐為第三位置鬥得難分難解。

法德兩個國債孳息差距周五已升
至 1.5%，流露出不安的跡象，投資
者擔心，如果因梅朗雄近期的人氣急
升導致 6 月議會選舉中極左派會佔據
多數席位，奧朗德的方案可能被迫左
傾。

部分城鎮的票站將於當地時間 22
日晚上6點關閉，8點則全部關閉。到

時候，當局將根據部分點票結果，公
布首份情況預測。

法國採兩輪投票制，第一輪投票
中如無人獲得過半數選票，得票居前
的兩名候選人將進入第二輪角逐，屆
時得票較高者將當選總統。多數選民
在第一輪投票時，並不考量勝敗，只

依政治理念做選擇。在第二輪投票時
（5月6日進行），選民會嚴肅考慮由
誰出任國家元首。

投票初步結果可望於當地時間 22
日晚間 8 時得知。不過，在此之前，
票站出口處的民調結果可能已在網絡
或其他社群網站之間散布。

■荷蘭火車相撞125傷
【本報訊】據新華社21日報道：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

西郊 21 日傍晚發生的火車相撞事故已經導致約 125 人受傷
，其中56人傷勢嚴重，有13人生命垂危，約70名乘客受到
不同程度的輕傷。目前，荷蘭救助部門依然在現場搜救，從
阿姆斯特丹西行的列車交通暫時中斷。

事故發生在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車站與阿姆斯特丹西郊的
小鎮斯洛特代克之間，一列從阿姆斯特丹發車不久的客車與
一列從荷蘭北部城市海爾德出發的列車發生正面相撞。有目
擊者稱，當時兩列列車的速度都不太快，但是事故依然造成
兩列火車的車頭出現較為嚴重的損毀，部分車廂因為受到擠
壓而變形。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調查中。

■伊朗稱仿製美無人機
【本報訊】據美聯社22日消息：伊朗政府周日表示，

已對去年軍隊虜獲的美國RQ-170 「哨兵」無人偵察機進行
逆向工程，並開始仿製這架飛機。

當地媒體援引伊朗革命衛隊航空部門首腦哈吉扎德的話
稱，伊朗專家已恢復了美國 RQ-170 無人機的相關數據。
哈吉扎德還暗示這架偵察機已經不存在秘密，他說，這架無
人機的準確信息顯示，在拉登被殺死的兩星期前，它曾經飛
越拉登在巴基斯坦的藏身地。

去年 12 月，一架美國 RQ-170 無人偵察機在伊朗領空
飛行時墜落。RQ-170無人偵察機一直被視為美國的 「秘密
武器」，直到 2009 年美國空軍才承認它的存在。該隱形無
人機集各種尖端技術於一身，在去年擊斃拉登的行動中曾立
下大功。

■澳洲議長涉醜聞停職
【本報訊】據美聯社堪培拉22日消息：陷入性騷擾及

欺詐指控的澳洲眾議院議長斯利珀22日宣布暫停職務。這
觸發一場政治危機，威脅到總理吉拉德對權力的控制。

斯利珀22日宣布，警方調查他涉嫌濫用的士車資代用
券一事時，他的職務由他的副手、執政工黨議員伯克暫代。
而根據議會的規定，此舉將實際影響吉拉德政府在議會內只
多出一個議席的大多數地位。

這個中間偏左政府在眾議院通過具爭議性法案的難度增
加同時，保守的反對派仍未能在有150席的議會中湊夠它所
需要的76票來推翻政府。

自從 2010 年選舉就力保其少數派政府的吉拉德，歡迎
斯利珀的做法。她在一篇聲明中說： 「斯利珀在據稱涉及的
犯罪行為受到調查之時，暫停擔任議長，做法恰當。」

已公開同性戀傾向的33歲男性前幕僚阿什比作出了欺
詐的指控，而聲稱受到斯利珀性騷擾的阿什比亦已在聯邦法
院向斯利珀興訟。斯利珀否認所有指控。

美國數名億萬富豪資助

太空財富
小行星被認為可能成為貴金
屬和礦物的一個來源
親密接觸
小行星 「海神4660」 有可能成
為早期的一個目標，因為它的軌
道令它不時可以接近地球

海神海神46604660金星金星

地球地球

太陽太陽

水星水星
火星火星

近日獨自駕駛潛艇到太平近日獨自駕駛潛艇到太平
洋最深處的導演兼冒險家洋最深處的導演兼冒險家
占士金馬倫（右）支持一占士金馬倫（右）支持一
家在太空採礦的公司家在太空採礦的公司

「行星資源」 公
司的幕後班底包
括谷歌創辦人布
林和佩奇

資料來源：美國太空總署資料來源：美國太空總署

簡訊

▲法國公民在馬賽市投票 法新社

▲法國現任總統薩爾科▲法國現任總統薩爾科
齊在巴黎投票，其妻子齊在巴黎投票，其妻子
布魯尼（左）在其身後布魯尼（左）在其身後
注視注視 美聯社美聯社

▲法國社會黨候選人奧▲法國社會黨候選人奧
朗德在蒂勒市投票朗德在蒂勒市投票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