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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聯社13日消息：國際
原子能機構（IAEA）某個成員國的官員近
日向美聯社提供了一張由電腦繪製的伊朗
帕爾欽軍事基地內部圖片，顯示了該基地
內一個形狀類似爆炸控制室的建築。IAEA
核查人員懷疑伊朗在該建築內進行秘密核
子試驗，伊朗方面曾經否認進行核武試驗
，但並沒有對這個裝置是否存在作出表
態。

直到去年才辭去IAEA副總幹事職位的奧利．海
諾寧說，該圖與他最近看到的一張照片 「非常相似」
，他相信該照片是帕爾欽軍事基地的爆炸控制裝置。
海諾寧在國際原子能機構工作時，負責伊朗檔案。他
說，就連這幅電腦繪圖的顏色，也跟那張照片相似，
但他不願透露該照片的來源，以保護照片提供者的身
份。

去年11月報告中曾出現
IAEA官員和伊朗官員14日開始在維也納舉行會

談，該機構將重提檢查該爆炸控制裝置的要求，據說
該防爆裝置隱藏在一座建築物內。任何有關伊朗擁有
這樣一個裝置以及有關它如何運作的證據，對該機構
的調查都非常重要。該機構四年多來都一直設法要調
查伊朗核計劃，因為成員國情報強烈表明，伊朗正秘
密研製核武器。但是，伊朗一直都拒絕接受調查。

該機構在去年 11 月的報告中，首次提到該爆控
裝置。報告形容說，有一個 「大型爆炸遏制器」，該
裝置用於做引發核爆炸的實驗。報告還說，衛星圖像
「與該信息脗合」。

該機構沒有詳述衛星圖像包含些什麼。但是一名
熟悉該機構調查的高級外交官，亦看過美聯社獲取的
這幅圖畫。他說衛星圖像顯示有一個圓筒，與這幅帕
爾欽圖畫相似。後來的照片表明，該圓筒周圍出現了
屋頂和圍牆，最後把那個圓筒隱藏起來，衛星看不
到。

疑前蘇聯專家幫助建造
該機構總幹事天野之彌3月份說，該機構 「有可

信資料表明，伊朗在該地點從事與核爆炸裝置研製有
關的活動」。後來有外交官表示，實驗活動似乎還包
括一個小型中子裝置，它是要用於引發核爆炸的。這
種裝置，是只有試圖研製核武器的國家才會試驗的。

核不擴散方面的專家帕特里克表示，這種壓力容
器在核爆炸試驗時，可以防止塵埃擴散。據信，伊朗
的這個爆炸裝置使用了與製造小型工業鑽石一樣的爆
炸技術，IAEA相信這種鑽石的製造專家、前蘇聯核
能專家丹尼蘭科協助德黑蘭設計這一裝置。外交官稱
，丹尼蘭科向IAEA否認協助伊朗設計這一裝置，但
他的女婿巴達爾科向IAEA透露，丹尼蘭科直接監督
有關裝置的建造。

多種試圖要求伊朗就此發表評論的努力都未能成
功。美聯社給伊朗駐國際原子能機構首席代表阿里．
阿斯加爾．蘇丹尼耶發去電子郵件並附上該圖畫，要
求他談談他的看法，但未能得到他回應。後來打電話
給他，電話被轉到他的語音郵箱。

伊朗爆控裝置簡介

起源

大小

裝備
（猜測）

使用時間

參與的
科學家

美聯社

2000年初期由阿扎爾阿布工業公司在阿拉克
市建造，然後運往帕爾欽

容量：300立方米
直徑：4.6米
長度：18.8米

真空泵：從裝置排走空氣，從而把壓力減至
最少，以免壓力在爆炸期間損害結構

壓縮器：在測試過後向裝置射水進行清洗
化糞池：接收廢物

升降系統：在測試期間用來截住裝置上方的
爆炸物

中子探測系統：量度中子排放量

2003年、2005年和2006年，都曾在引爆實
驗中使用

過去未確認身份的 「引爆現象量度專家」 塔
巴爾、伊朗原子能組織現任主席阿巴西、去
年死於汽車炸彈襲擊的禮薩伊、還有易卜拉
希米

販毒集團仇殺越演越烈

墨西哥驚現49斬手無頭屍
【本報訊】據法新社墨西哥．蒙特雷 14 日消息

：墨西哥13日發現有49人遭到殺害、斬首、肢解，
再放在膠袋中，棄置於一條高速公路上。調查人員在
發現屍體後翌日（14 日），追緝這宗懷疑涉及販毒

集團的大屠殺的幕後黑手。
這些被砍去手部以免被人用指紋確認身份的屍體

，13日凌晨在離美國邊界180公里的墨西哥北部城市
蒙特雷附近被發現。發現屍體地點所在地新萊昂州的
公共安全發言人多梅內說，這批死者包括43男性和6
名女性，他們的屍體被發現堆放在路邊。新萊昂州檢
察官德拉加爾薩說，這些死者當中，有一部分赤裸身
體，而且手部被砍掉。法證專家正蒐集他們的DNA
樣本。

販毒集團現場留字條
涉毒暴力集團 「塞塔」在現場留下的一張字條中

承認責任。該集團由 1990 年代逃離的前突擊隊員成
立。初步調查發現，死者最早在 48 小時前於另一個
地點遇害，可能被人用貨車載至發現他們的地點。

這批棄屍被發現的數天前，警方在墨西哥西部的
兩輛棄置車輛中，發現 18 具被肢解和斬首的屍體，
這似乎是涉及強大毒品幫派的仇殺行為。數天前，與
美國接壤的塔毛利帕斯州新拉雷多市有 23 人被殺。

其中 9 人被發現吊在一條橋上，其餘 14 人則遭斬
首。

在塔毛利帕斯州，販毒集團爭奪控制一條通往美
國 35 號州際公路的走廊。該條高速公路被視為毒品
及人口販子獲利最豐厚的路線之一。

2006年至今過5萬人喪生
當局指責，這些致命的暴力行為，主要由 「塞塔

」和與錫那羅亞集團結盟的多個組織之間的戰爭引起
。錫那羅亞集團隸屬墨西哥頭號通緝毒梟古斯曼。

韋拉克魯斯州成了 「塞塔」和錫那羅亞集團之間
的戰場，連記者也成為針對目標。上周，有3名攝影
師和一名新聞機構員工被肢解的屍體，被人發現放在
膠袋內，置於墨西哥灣畔港口城市韋拉克魯斯都會區
的一條運河中。數天前，全國新聞周刊《進程》的韋
拉克魯斯州特派員被發現在她家中窒息而死。

墨西哥總統卡爾德龍2006年12月就職之後，就
向全國的毒品幫派全面開戰，此後就有超過5萬人在
與毒品相關的暴力事件中被殺。

美媒稱伊朗搞核試美媒稱伊朗搞核試
軍事基地設爆控室軍事基地設爆控室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14日電】英
國足球協會與 「孫中山青少年基金會
（英國）」達成協議，向中國內地與港
澳台提供校園足球教育培訓，培養中國
青少年足球精英，推動中國足球運動普
及，促進中國足球事業發展、管理、市
場投資及對外交流。

英國足協教育部及孫中山青少年基
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14 日在倫敦溫
布萊足球場宣布達成中英足球培訓合作
協議，宣告了英國足球教育從此進軍大
中華足球領域。這也是英國足協與中國
建立夥伴關係的首項協定。孫中山青少
年基金會表示，下一步的目標是在北京
和台灣兩地分別建立一所 「中英足球專

業培訓學院」，計劃用10年時間，將足
球教育逐漸推向大中華地區62個城市。

基金會總幹事鄭少強表示，計劃興
建的 「中英足球專業培訓學院」將仿效
英國今年 9 月落成的聖．喬治公園足球
訓練中心，估計價值每所需要 5 千萬美
元，學院的具體地點還在研究之中，一
旦選定，建校工程可立即展開。

120中國教練首批培訓
英國足協將全力支持向中國足球教

育發展，包括派遣足球教育專家到中國
培訓球員、教練、裁判，接受中國青少
年足球員到英國培訓，推動中英足球業
交流。英國足協教育部負責人霍欽說，

已經選定 6 名優秀英國足球教練，於今
年秋天到中國，在北京討論展開對62個
城市的中國足球培訓項目。

他透露，中國大陸方面已經選定 62
個城市大約 120 個中國教練接受首批英
國足協的培訓。 「在中國62個城市展開
首項培訓是英國足協方面的提議，他們
稱這是因為今年是中國建國62周年。」

孫中山青少年基金會是英國註冊的
基金機構，早前獲得中國官方批准，與
中國教育部的 「全國億萬青少年陽光體
育領導辦公室」合作，雙方於 2011 年 4
月29日簽訂名為 「陽光體育中英足球項
目」協議，推動中國足球事業。

英周五啟動奧運大歌舞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十四日電】英國奧運文化節當局

14日宣布2012倫敦奧運 「大歌舞」活動計劃。從5月18日
奧運聖火抵達英國啟動有全球52個國家參與的奧運 「大歌
舞」項目，預料有500萬全球民眾參加，營造歷史上最大規
模的舞蹈節。

作為奧運文化活動內容之一， 「大歌舞」鼓勵人們通過
舞蹈的身體語言慶祝奧運。這項英國從 2005 年開始籌劃的
奧運文化項目得到北京和里約熱內盧兩個奧運城市的支持，
當局稱 「大歌舞」從此將成為一項奧運遺產。

英國本月18日將迎來奧運聖火。在英國文化協會全球
性的推動下，屆時英國全國各地學生和全球 53 個國家的
2000所學校學生將起舞5分鐘，預料將打破健力士紀錄成為
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跳舞活動。

7月7日至7月15日被定為英國「大歌舞」奧運文化周，
全國城鎮街道、公園、劇場、學校、運動場等等都將成為舞
台，各地平民百姓將與專業舞蹈家們一道起舞，迎接奧運。

7月7日，北京奧林匹克公園中心區廣場將有2000人起
舞，配合倫敦的 「大歌舞」文化節，體現北京奧運的傳承精
神。這是北京奧促會與倫敦市政府聯合舉辦的活動，主要由
非專業演出團體舞蹈演員和社區群眾舞蹈愛好者參與，並將
進行現場電視錄製，於 7 月 14 日倫敦 「大歌舞」活動現場
播放。

巴西里約熱內盧的中小學也於 「大歌舞」文化周配合英
國奧運文化活動，組織學校學生跳舞。巴西當局並承諾於
2014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奧運也同樣舉辦「大歌舞」活動。

英足協英足協1010年內將在華年內將在華6262城建校城建校

搞軍演射衛星 伊為核談加籌碼

伊核談聚焦帕爾欽軍事基地
【本報訊】綜合《德黑蘭時報》、路透社 13 日

消息：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14 日開始在
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舉行為期兩天的核談判。作為本月
23 日將舉行的伊朗與六國核談 「前奏」，輿論關注
雙方在「帕爾欽軍事基地」等焦點問題上是否有突破。

伊朗外交部長薩利希稱，維也納會談的主要內容
是在德黑蘭會議基礎上 「確定一個框架」，使雙方協
商達成的措施能夠表達清楚，加以執行。伊朗常駐國
際原子能機構代表蘇丹尼耶強調，重啟談判證明了伊
朗與IAEA合作的決心，確認了針對伊朗的指控都是
無根據的，表明伊朗所有核活動都是和平的。

分析認為，維也納談判焦點仍集中在伊方能否滿
足IAEA訪問伊朗帕爾欽軍事基地的迫切要求。IAEA
認為，有證據顯示，伊朗在帕爾欽軍事基地進行核試
驗。今年曾幾度要求對其進行檢查，但均被伊朗拒絕。

有分析認為，如伊朗在帕爾欽基地問題上有所鬆
動，IAEA相應可能給伊朗一些 「回報」，比如落實
其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如果雙方繼續僵持不下，恐
將直接影響 5 月 23 日舉行的伊朗和六方會談的氣氛
。西方輿論普遍持謹慎樂觀態度，認為伊核談判僵局
已破冰，但在巴格達達成取消對伊制裁協議的可能性
仍 「非常小」。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中新社北京14日消息
：伊朗於當地時間14日起舉行為期3天的大規模陸
軍軍演，軍演與正在進行的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
核談判同日展開。此前一天，伊軍方透露近期將發
射衛星，連串事件使伊核問題再成焦點。

伊朗新聞電視台網站報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
隊陸軍14日起將在該國東北部舉行名為 「賈法爾．
塔依爾」的大規模軍事演習。軍演副總指揮透露，
軍演將持續 3 天，目的是加強準備，提升該地區駐
軍的作戰能力。據悉，此次軍演在伊朗南呼羅珊省
展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地面部隊將在多地展開

機動演習，軍方將評估其執行不同任務的能力。由
於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談判於軍演當日重啟，
有伊朗分析人士稱，軍演目的之一是向西方展示軍
事實力，為核談判增加籌碼。近年來，伊朗伊斯蘭
革命衛隊每年 4 月至 9 月間都在波斯灣和霍爾木茲
海峽舉行 「偉大先知」軍演，以示對霍爾木茲海峽
局勢的 「掌控」。

伊朗官方媒體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 13 日稱，伊
朗將在下周發射一顆實驗用觀測衛星，具體的時間將
在伊朗和六方會談當天。伊朗航天航空工業組織主
管法拉希說： 「黎明號衛星將在5月23日發射。」

▲英國足協教育部與 「孫中山青少年教育基金會（英國）」 負責人
14日在倫敦足協總部溫布頓球場宣布合作計劃。右二為英國足
協教育部主任杰米．浩臣，右三為基金會總幹事鄭少強 本報攝

▲伊朗總統內賈德在德黑蘭北部的核反應中心視
察工作 資料圖片

▲據稱隱藏在帕爾欽軍事設施
內的爆炸控制裝置電腦繪圖

美聯社

▲伊朗帕爾欽軍事設施衛星圖 美聯社

▲2011年7月8日，醫護人員站在一堆疑似在與
毒品有關的暴力活動中死去的屍體旁 資料圖片

▲伊朗海軍今年1月1日在霍爾木茲海峽軍演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