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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稅論傷自尊心
拉加德惹怒希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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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衛報》
27日消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
德日前接受英國《衛報》訪問時發表的希臘民眾
逃稅論，引起希臘政黨領袖和數以千計的網民的
強烈憤怒。大批希臘民眾對她的臉譜（Facebook
）網頁進行「洗版」，發表數萬條評論反擊。

希臘公共財政恐失控
簡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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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艦參與炮擊被指違憲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28日消息：日本海上自衛隊

艦隊 2010 年 7 月參加了由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聯合軍事演
習時，與美國和澳洲軍艦一起向一艘大型退役的登陸艦實施
聯合炮擊。此事被時事通訊社等日本媒體從美方演習記錄中
發現，從而引發爭議。日本國內輿論認為，日本自衛隊實際
上是行使了憲法所禁止的 「集團自衛權」，因此追究日本政
府的責任。但是，日本政府對此作出了否認。

據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方面的資料顯示，2010 年日
本海上自衛隊的兩艘護衛艦與美軍和澳洲海軍4艘軍艦一起
，以縱列編隊，對美軍一艘退役的大型登陸艦輪番實施了炮
擊。該登陸艦在40分鐘後被擊沉。

迄今為止，日本政府一直隱瞞了上述聯合炮擊的事實。
2010年6月，當時的日本防衛省發表的消息，僅提到了海上
自衛隊參加了 「共同應對海盜」的演習，沒有透露與美澳軍
艦聯合擊沉登陸艦的事實。

日本自衛隊與外國實施軍事訓練，其法律依據是《防衛
省設置法》中 「為了實施所管事務所必要採取的教育訓練」
。日本憲法和自衛隊均對日本 「專守防衛」的任務有規定，
而超過認定任務範圍的訓練，以及與他國一起行駛 「集團自
衛權」為前提的訓練，是被禁止的。日本自衛隊軍艦 2010
年聯合軍演中聯合美澳軍艦擊沉登陸艦的舉動，涉嫌違反憲
法所禁止的 「集團自衛權」。

但是，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籐村修在28日舉行的記者會
上，則對 「共同襲擊訓練」一說表示否認，稱該訓練是按照
順序參加的個別襲擊訓練，與所謂的 「集團自衛權」無關。

竊聽質詢貝理雅遭打斷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28 日報道：英國前首

相貝理雅28日在倫敦就其與新聞集團的關係接受 「列維森
聽證」質詢。貝理雅在質詢中承認政客與媒體的的親密關係
無法避免，他坦誠政客將報紙作為獲得政治權力的工具導致
了兩者之間 「不健康」的關係。不過，質詢過程被戲劇性地
打斷，一名示威者從法官後面突然出現，將貝理雅稱作 「戰
犯」。

這名示威者韋克林是一名電影製片人，同時也是伊拉克
戰爭的老兵。他叫喊着貝理雅被摩根大通收買，暗示這家美
國投資銀行在伊拉克戰爭中發戰爭財。

貝理雅在質詢中被問及在 2003 年伊戰之前與梅鐸的 3
次通話，他稱自己只是向梅鐸解釋當時政府所做的決定，而
他當時也曾致電《每日電訊報》和《觀察家報》，他認為處
於當時的情況之下他的選擇並沒有問題。

作為梅鐸孩子的教父，貝理雅與梅鐸過從甚密的說法由
來已久。從 1997 年開始，梅鐸旗下的《太陽報》從以前支
持保守黨轉為支持貝理雅所在的工黨，這被認為是貝理雅能
在1997年到2007年出任英國首相的重要原因之一。

華商被殺案 3俄人獲刑
【本報訊】據俄羅斯國際文傳電訊社28日消息：俄羅

斯偵查委員會布里亞特共和國偵查局表示，3名俄羅斯當地
居民因殺害1名中國公民並盜竊100萬盧布（約合24萬港元
），被當地法院判處18年有期徒刑。

2011年2月3日，布里亞特伊利卡村的一所住宅裡找到
一具從事木材加工出口的中國商人屍體。屍體上有多處刀傷
和砍傷的痕跡，房子裡失竊金額約為100萬盧布。

2011 年 2 月 15 日三名受害人公司的男性員工因涉嫌行
兇被抓，3人皆有前科。3人起初是持刀闖入企圖勒索財物
，不料遭拒絕，於是殺害受害人，並從房中搜出100萬盧布
後逃逸。

伊朗涉暗殺新證出爐
【本報訊】據《華盛頓郵報》28 日消息：美國駐阿塞

拜疆大使館去年11月接獲關於密謀暗殺美國外交官員的電
報，經過數月調查，近日出現新證據。雖然下達命令的人員
以及暗殺原因還未清楚，美國及中東地區的官員都認為，該
暗殺事件與伊朗的行動有關。

美國與阿塞拜疆的情報機構當時立馬對事件進行調查，
後來發現陰謀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狙擊手持消聲槍進行暗殺
，另一則是汽車爆炸，目標是使館官員及其家屬。直至今年
初阿塞拜疆方面逮捕了12名嫌犯，事件才獲披露。

最近幾周，調查人員發現新證據，認為該行動密謀在
13個月內，殺害至少7個國家的外交人員，包括2名沙特官
員、6名以色列官員和多名美國官員，同時可能與伊朗支持
的黎巴嫩真主黨武裝分子或伊朗本土特工有關。暗殺行動在
今年春初突然停止，當時正值伊核討論重啟準備階段。

暫時還未清楚暗殺行動是否由伊朗當局下令，或者是特
工在當局暗示之下的行動。奧巴馬政府拒絕將暗殺事件與伊
朗政府聯繫起來，避免再起紛爭。

希臘網民在 「臉譜」上發動了一場針對拉加德的戰爭，她
的 「臉譜」網頁收到超過一萬條留言，大多數言辭下流。到了
27 日傍晚， 「臉譜」上更出現一個叫做 「希臘人反對拉加德
」的獨立頁面。

希臘民眾的憤怒，源自拉加德25日在英國《衛報》發表
的言論。她稱希臘人 「都在逃稅」，但他們必須全部交稅，
「集體地幫助自己」。她更坦率地表示，自己更關心貧困中的

非洲兒童，而不是處於經濟危機中的希臘。

臉譜上急 「補鑊」
拉加德的一番言論說得希臘人無地自容，正在為下月議會

選舉費神的希臘政治人物趕緊站出來說話，批評拉加德的話
「傷害希臘人的自尊心」。泛希臘社會運動黨（ 「泛希社運

」）黨魁韋尼澤洛斯27日指責拉加德試圖 「羞辱」負債纍纍
的希臘。左翼激進聯盟黨（ 「左聯」）領導人齊普拉斯堅稱：
「希臘最不需要她的同情。希臘工人都繳納不勝負荷的重稅。」

法國政府發言人也表示，拉加德的講話並不恰當，認為內
容 「過分簡單化和並且把某部分人定型」。

為了平息狀況，拉加德26日在 「臉譜」上急忙 「補鑊」
，稱自己 「非常同情希臘人民和他們面臨的挑戰」。她補充說
， 「這就是為什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持希臘旨在戰勝當前這
場危機的努力」。該留言現時已收到近2萬條網民評論。韋尼
澤洛斯對拉加德此回應表示歡迎。

希臘在 2010 年達成協議，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
緊急貸款組織歐洲金融穩定機構提供的數千億歐元援助，以避
免發生金融崩潰。

挺緊縮兩黨有望組閣
希臘現時民意相當微妙。民眾一方面不喜歡歐盟提出的紓

困緊縮政策，另一方面不願退出歐元區，但也受夠了目前的
「無政府」狀態。面對歐盟壓力和希臘困境，新民主黨和泛希

社運雖然接受紓困條款，但也要迎合民眾情緒；左翼聯盟反對
緊縮政策，但不主張退出歐元區。由於三黨組閣失敗導致議會
下月重新選舉，在這個敏感時刻為民眾發聲 「主持正義」也是
理所當然。

由希臘《論壇報》、《真實新聞》、《領先故事》和《自
由媒體》四大機構最近進行的民調顯示，新民主黨和左翼聯盟
將在第二次選舉中取得第一和第二的位置。但新民主黨的得票
率將較第一次高，有望與泛希社運聯手組閣成功。

民調也顯示，超過6成民眾贊成在履行援助協議的條件下
希臘必須留在歐元區內，但也有 24%的人認為相對於執行緊
縮政策來說，他們更願意離開歐元區。

【本報訊】據《金融時報》27 日報道：希
臘前技術派總理盧卡斯．帕帕季莫斯警告說，除
非 6 月 17 日的第二次議會選舉能夠產生一個穩
定的政府，希臘的公共財政很有可能在下月崩潰
，遺留大堆未支付的薪資和養老金帳單。

帕帕季莫斯警告說，在接連的兩場選舉中，
由於稅收大量減少和支出控制寬鬆，經濟情況惡
化比預期更快，現金流很有可能在6月初的時候
出現負數。

對希臘政治進一步不穩定和可能退出歐元區
的擔憂日漸增長，許多希臘人為此推遲納稅，並
加快將本地銀行的存款轉移至海外。銀行估計，
第一次選舉之後有超過 30 億歐元現金被提現，
放到保險箱或家中，防止希臘重新啟用舊貨幣德
拉克馬。

希臘報紙《論壇報》27 日刊出關於 「現金
短缺潮」的文件，其內文稱： 「希臘將在6月面
臨支出方面的巨大困難。」

一名官員在上周說，臨時財政部長扎尼亞斯
可能會從由官方債權人組建的、財政預算提供暫

時支持的希臘金融穩定基金中抽出 30 億歐元。
但此舉可能會遭到基金董事會的反對，因為該筆
資金作為緩衝作用，防止希臘與歐盟以及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在3月達成的450億歐元援助金被延
緩。在最近一次援助款交付中，歐盟已經減少了
10 億歐元的資金，直到希臘組建出一個穩定的
政府才能支付。

另一個可考慮的措施就是在月度拍賣中大幅
增加政府短期債券的數量，以保持 40 億歐元至
50 億歐元的現金儲備，用於應對緊急情況。就
現在來說，因為它的主權債務還款將在8月到期
，希臘的財政問題還主要是國內的問題。

如今，稅收短缺的連鎖反應已經初見端倪。
財政部停止了對出口商增值稅的返還，並在頭4
個月裡將公共投資支出減少超過20%。用於向醫
院供應商和藥房支付的衛生部撥款也暫緩，迫使
病人首次要自費支付所有處方藥帳單。苦苦掙扎
的希臘國家電力公司從預算中接到一筆2.5億歐
元的特殊撥款，以支付日益增多的赤字。

印總理25年來首訪緬
擬與華爭能源與影響力

【本報訊】據美聯社、法新社 28
日消息：印度總理辛格周一抵達緬甸
，進行為時三天的訪問，成為25 年來

首次訪問緬甸的印度總理。此次訪問
突出了印度對能源供應的重視，還有
對中國在緬甸強大影響力的擔憂。

辛格周一在緬甸首都內比都與緬
甸總統吳登盛會面。雙方簽訂了12 項
協議，包括安保、邊境區域發展、貿
易和交通聯繫等內容。會後發表的聯
合聲明中稱，會談 「熱切、真誠同時
有建設性」。同時，辛格在赴仰光前
發表的聲明中說，印度繼續 「致力於
與緬甸政府和人民保持緊密、合作和
互利的夥伴關係」。

在辛格訪問期間，兩國將開始啟
動印度曼尼普爾邦首府因帕爾與緬甸
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之間的巴士聯繫。
印度還將宣布在緬甸建立一個資訊科
技訓練所、一個農業研究中心和一個
水稻研究園。

印採 「向東看」 策略
緬甸政府現時採取經濟開放政策

，允許投資和貿易。此行突出了印度
欲尋求能源供應渠道來支援其經濟起
飛，同時也突出了印度對中國在緬甸
巨大影響力的擔憂。

印度在採取了一個名為 「向東看
」政策，旨在加緊與東南亞和東亞的

接觸，擴大和加深與日本、韓國、越
南、印尼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的雙邊關
係。

近年來，印度一直非常緊張地關
注中國在緬甸的石油和天然氣開採計
劃。在緬甸數十年來被西方孤立期間
，中國向貧困的緬甸提供援助，建造
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和天然氣管道。現
時有數十萬名中國工人在緬甸，從事
基礎建設和其他工程的工作。

不過，印度官員不願承認印度對
緬甸政策，主要是由中國在緬甸的影
響力驅動。印度外長馬塔伊25 日表示
，印度希望 「與緬甸建立更強大的互
利關係，因為緬甸這個鄰國是印度『向
東看』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當緬甸開始拍賣新的離岸和陸地
天然氣區域時，印度與中國在緬甸的
競爭將會浮出表面，印度公司將會積
極參與緬甸新拍賣活動。

前印度駐緬甸大使拉吉夫．巴蒂
亞則認為，緬甸不應該讓中國獨霸緬
甸石油與天然氣開採， 「不應把所有
雞蛋都放進一個籃子裡」。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27 日報道
：迫於 「信息自由」的壓力，美國國土安全部公
開了一份用於監控社交媒體和網站的敏感詞目錄
，除 「襲擊」、 「基地」和 「恐怖主義」等常見
敏感詞外， 「豬肉」、 「雲」、 「中國」和 「墨
西哥」等無辜的詞匯也現身其中。這些詞被用於
搜尋來自國內和國外的可能的威脅。

美國電子隱私信息中心（EPIC）為隱私監
測機構，它在根據《信息自由法案》要求，向國
土安全部查詢有關文件被拒後提起了訴訟。在眾
議院就該訴訟舉行聽證後，美國國土安全部被迫
公開這個列表。

該監控關鍵詞列表分為六大類別，包括 「國
內安全」、 「危險物品及核安全」、 「公共衛生
隱憂與H1N1」、 「公共設施安全」、 「西南邊

境暴力」、 「恐怖主義」和 「網絡攻擊」。
其中，包括 「襲擊」、 「基地組織」、 「恐

怖主義」及 「髒彈」等明顯的敏感字肯定入榜，
但 「反應」和 「設備」也在其中。

在危險物品及核安方面，除危險物品縮寫字
「HAZMAT」之外， 「雲」和 「燃燒」等字眼

也相當敏感。
然而， 「網絡攻擊」敏感詞把 「中國」列入

其中， 「西南邊境暴力」把 「墨西哥」包括在內
；而在 「公共衛生隱憂+H1N1」中， 「豬肉」
、 「農業」、 「浪」等詞，都會觸及警戒線。

這些敏感詞語，被收錄在美國國家運營中心
工作人員所使用的美國國土安全部 2011 年 「分
析師桌面文件夾」中。工作人員依此識別 「有關
美國國土安全部的負面媒體報道及其應對行動」

。列表背後，揭示了情報分析師如何監控社交網
絡和媒體組織以確認有關政府的 「負面」評論。

標準 「寬泛且模棱兩可」
電子隱私信息中心在寫給眾議院國土安全委

員會反恐與情報小組委員會的信中稱，上述詞語
的選擇 「寬泛而且模棱兩可」。

他們指出，這個列表包括了 「大量受憲法第
一修正案保護的話語，它們完全無關於國土安全
部保護公眾遠離恐怖主義傷害和自然災害的使命
。」

眾議院一位高級官員表示，這一指南只是
工作人員對自然和人為威脅保持情境感知的
「起點，而非終點」。他否認政府監控異見分

子的信息。

美網絡敏感詞 中國上榜

▲拉加德26日急忙在自己的臉譜網頁
上 「補鑊」 ，現時評論已將近2萬條

互聯網

▲IMF總裁拉加德因 「希臘逃稅論」 遭希臘民眾圍攻 資料圖片

▲印度總理辛格28日到訪緬甸，跟緬甸總理吳登盛會面 美聯社

▲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布網絡敏感詞名單，
從中可以一睹美國政府對網絡檢測的情
況 互聯網

▲參與2010年環太平洋軍演的日本海上自衛隊軍艦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