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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揭白宮大話

【本報訊】據路透社29日消息：三星公司周三出人意料地趕
在諾基亞之前，率先發布承載微軟最新軟件平台 Windows
Phone 8的智能手機ATIV S。

ATIV S手機搭載了Windows Phone 8操作系統，配置了4.8
吋的高端顯示屏，並配有800萬像素的後置攝像頭和190萬像素的
前置攝像頭。微軟周三在官方博客上發布了該手機的圖片。

市場預期三星或推出更多使用Windows平台的設備，因為此
前美國一法院判決稱，三星使用谷歌安卓（Android）系統的多款
手機侵犯了蘋果專利。微軟高管本．魯道夫亦在博文中稱，該手
機是三星採用微軟軟件 「大量新產品」的先聲。

諾基亞定於9月5日在紐約推出新款Lumia系列智能手機，使
用的是Windows Phone 8系統。諾基亞曾經是全球領先的手機製
造商，但現正艱難尋求扭虧為盈。

分析師稱，三星推出Windows手機，可能是要刻意打消外界
認為微軟偏愛諾基亞的顧慮。諾基亞行政總裁艾洛普已經把該公
司的前途寄託在Windows平台上。

分析還指，三星獲准率先發布Windows手機，可能是微軟想
間接告訴其他生產商，諾基亞並沒有獲得特殊待遇。但獨立手機
行業諮詢機構J.Gold Associates的顧問傑克．戈爾丁則認為，諾基
亞仍將是微軟系統手機的主要推動者。

三星表示，其ATIV手機將在10至11月期間面市，但沒有給
出確切日期。

該公司周三在柏林市區還展示了一系列搭載Windows 8軟件
的平板電腦，以及智能手機與平板電腦混合產品Galaxy Note II，
搭載谷歌的安卓系統。

三星希望新推出的 Galaxy Note II 能夠一掃官司敗給蘋果之
後的頹勢。新產品機身更為輕薄，稍微放大的5.5吋屏幕，四核處
理器，搭載最新安卓系統版本Jellybean，手寫功能更加完善。

【本報訊】據路透社倫敦 30 日消息：科學家發現
，亞洲、非洲、歐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抗藥性肺結核病
例大幅上升，對四種強力抗生素呈抗藥性，情況令人憂
慮。

權威醫學雜誌《刺針》最新一期發表一項大型國際
調 查 結 果 ， 研 究 人 員 發 現 ， 多 重 抗 藥 性 結 核 病
（MDR-TB）和廣泛抗藥性結核病（XDR-TB）的發
病率較以往想像高，正危害全球對抗有關疾病擴散的努
力。

瑞士傳染病控制研究院的研究人員霍夫納說，國際
以往估計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僅佔結核病個案中的5%，
但原來在一些地區，病例是這個數目的 10 倍，幾乎有
一半病人都是帶MDR菌。抗藥性肺結核較難醫治，死
亡率較高，治療成本也相對較高。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中央社及
中通社 30 日報道：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30 日在第 16 屆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開
幕式上說，伊朗無意取得核武器，但也
不會放棄追求和平使用核能。

哈梅內伊在峰會上表示： 「伊朗將
不會追求核武器，也不會放棄和平使用
核能的權利。」他又說： 「我們的座右
銘是：核能大家用，消除核武器。」

西方國家一直懷疑伊朗有發展核武
器的計劃，伊朗一直否認這項指控。哈
梅內伊說，核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殺傷性
武器的使用是 「重大且令人無法原諒的

罪惡」。

抨聯國獨裁 潘基文尷尬
另外，哈梅內伊還抨擊說，聯合國

安理會的結構有失理性，並且是不公平
、非民主的， 「這是一種公然的獨裁」
。在哈梅內伊講這席話時，坐在台下的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神情尷尬，似乎有
些不知所措。聯合國曾4度通過決議，
對伊朗施加制裁。

第 16 屆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 30 日
至 31 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共有
來自100多個國家的元首、政府首腦或

代表參會。

埃總統33年首訪伊朗
另據法新社消息，埃及總統穆爾西

30 日抵達伊朗首都德黑蘭，開始對伊
朗進行訪問，這是自 1979 年伊朗發生
伊斯蘭革命以來，埃及領導人 33 年來
首次到訪伊朗。

伊朗副外長阿多拉希安表示： 「他
們（伊朗總統內賈德與埃及總統穆爾西）
強調需要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敘利亞危機
，並防止外國干涉。他們同時也討論了
加強德黑蘭─開羅之間聯繫的途徑。」

穆爾西將在為期兩天的不結盟運
動國家首腦峰會上發表開幕演說，並
正式將不結盟國家組織輪值主席一職
交予伊朗。過去 3 年，該職位一直由
埃及國家領導人擔任。穆爾西的發言
人早前稱，穆爾西只會在德黑蘭停留
數小時。

伊朗 1979 年發生伊斯蘭革命後，
兩國外交關係中斷，至今沒有恢復大使
級外交關係。今年6月，穆爾西當選埃
及總統後，表示希望擴大與伊朗關係，
隨即得到伊朗方面的積極回應，兩國政
府流露出恢復關係的意向。

三星搶推微軟平台手機

哈梅內伊：伊朗不尋求擁核

簡訊

■全球抗藥性肺結核飆升

【本報訊】據中通社 30 日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
取消了對緬甸總統吳登盛的入境簽證限制，以便他在下
月紐約舉行聯合國大會期間訪問美國。按照美國之前對
緬甸領導人的旅行限制，吳登盛只能在聯合國總部周圍
很小區域內活動。

美國官員說，奧巴馬這一決定顯示美國願意與緬甸
政府進行更密切的接觸。美國國會 2008 年通過立法，
禁止美國在緬甸投資，並禁止從緬甸進口某些商品，此
外還對緬甸軍政官員的簽證加以限制。去年3月，緬甸
新文官政府開始執政，並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美國
逐漸與緬甸恢復關係。

■美取消緬甸總統簽證限制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30日報道：韓國政府30
日正式拒絕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就竹島（韓國名：獨島）
主權問題向國際司法裁判所共同申訴的要求。對此，日
本政府表達 「極其失望」的同時，也表明將向國際司法
裁判所單方面提出申訴。

韓國外交通商部 30 日召見日本駐韓國大使館人員
，向日方遞交了一份韓國政府的正式答覆書，拒絕日
本政府提出的就竹島主權問題向國際司法裁判所共同
申訴的要求。根據提出國際司法裁判所的相關規定，
涉及領土糾紛的國家，必須共同向裁判所提出申訴，
尋求裁決。

■韓拒獨島申訴 日單獨行動

定於下周發行的《不簡
單的一天》，提供了 2011
年5月捕殺拉登行動的首個
現場目擊者證詞。這本書原
訂於 9 月 11 日出版，但由
於訂單太多，改在下周二面
世。

連補數槍確保死亡
化名為「馬克．奧文」的

作者馬特，揭露了當時鮮為
人知的另一面。突擊隊員進
入拉登的大宅後，馬特跟隨
一名帶領的隊員，沿樓梯走
上拉登頂樓的睡房。

馬特在樓梯口時，見
到拉登在睡房內探頭，然
後聽到兩下裝有滅聲器的
槍聲，而拉登便向房間內
倒臥。他右邊頭部中槍流血，已經毫無還擊之
力，並在地板上不斷抽搐，兩名女子則伏在他
的身體上痛哭。據書中所言，突擊隊成員將兩
名女子拉開，朝這名 「基地」領袖身上連開數
槍。

作者在書中寫到： 「我們開了好幾輪槍。子
彈迅速戳進他的身體，把他猛擊倒地，直至無法
動彈。」他們後來才發現，附近收藏兩把手槍，
但拉登未有取出使用。

白宮早前對外界聲稱，拉登在睡房曾經試圖
反抗，還獲兩名女子保護，最終拉登胸部及頭部
中槍身亡。國家安全局發言人維爾特周二晚些時
候稱，不會就官方的敘述與這本書明顯矛盾的部
分作出評論。

維爾特說： 「就像奧巴馬總統那晚說的，本
．拉登得到了應有的下場。我們感謝執行了此次
行動的人們，他們表現出了專業素質、愛國主義
和無與倫比的勇氣。」

這本書還提供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

馬特寫道，其中一幕是一名海豹突擊隊隊員為一
名中彈的婦女處理傷口。還有就是一名受到驚嚇
的母親緊緊抓住自己的孩子；以及一個小女孩向
隊員證實那具屍體就是拉登，她似乎並不了解這
一切意味什麼。

拉登屍體被當坐
奧巴馬政府此前表示，拉登的屍體得到尊重

，並在海中舉行穆斯林式葬禮。然而，該書描述
了在行動過後飛離巴基斯坦時，一名海豹突擊隊
成員如何在擁擠的黑鷹直升機裡，坐在拉登的屍
體之上。

美國官員堅稱，即使作者的描述屬實，也不
存在任何不當之處。國防部一名官員以匿名形式
表示，由於一架直升機在降落院子時墜毀，導致
突擊隊少了一架飛機，所以造成剩餘的直升機上
位置不夠。這名官員補充說，特種部隊成員為了
能擠進飛機裡，有時甚至需要坐到陣亡同袍的屍
體上。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中央社30日報道：美
國五角大樓已收到前海豹部隊成員馬特的著作，審
查後決定是否採法律行動。專家說作者面臨法律訴
訟的可能性不高。但馬特現在面臨生命安全威脅：
「基地」組織官方網站上周發布他的照片和真名，

聲稱要殺死他。
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發言人奈伊表示，五角大

樓官員現正檢查新書內容是否泄露機密，決定是否
對作者採取進一步動作。按照海豹部隊服役條件，
作者應在出版新書前交付審查。

但一名密切注意本案的消息人士說，奧巴馬政
府本身也透露了很多狙擊拉登任務的細節，因此當
局不太可能對新書作者採取法律行動。共和黨人士
和議員們就一直指責奧巴馬的助手們，把該次襲擊
行動的機密泄露給荷里活導演和記者，以鞏固奧巴

馬的政治立場，但是白宮對此予以否認。
馬特在一份聲明中稱，他 「並沒有公開機密或

是敏感信息，不會在任何層面上對國家安全造成威
脅」。但據悉這本書確實提及了某些參與此次行動
的中情局官員的信息。

堅稱出書無政治目的
霍士新聞率先披露了作者的真名，並報道指馬

特是一名前海軍海豹突擊隊成員，2009年亦有份參
與從索馬里海盜手中營救美國船長理查德．菲利普
斯的行動。

馬特堅稱自己的書沒有任何政治目的，僅以
此向為該行動而進行的多年情報工作與訓練歲月
致敬。

他在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台 「60分鐘時事雜誌」

節目上說， 「你知道的，如果兩黨的政治狂人們要
把它政治化，真替他們感到羞恥。這是一本關於 『9
．11』的書，它只需要關注 『9．11』，不應該牽扯
政治，因為這根本就與政治無關。」

在這本書中，他對奧巴馬批准該次突襲表示讚
賞，但亦透露隊中的成員曾說過挖苦話語，稱該行
動有助總統連任。

基地揚言追殺作者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美聯社30日消息：曾參與擊斃本．拉登行動的美國
海豹突擊隊成員將出書披露行動細節。書中稱，拉登從臥室門往外看時頭部中槍
，隨後倒在地板上抽搐時遭子彈掃射，並未有任何抵抗。這與奧巴馬政府之前提
供的說辭有出入，預計將引發一輪狙擊行動後如何處理國家機密的討論。

【本報訊】據美聯社芝加哥 29 日消
息：美聯邦法院法官周三判決一名美籍
華裔女子 4 年有期徒刑，該名女子因從
摩托羅拉竊取價值百萬美元的商業機密
而獲罪。

41 歲的金韓娟（音）用帶有濃重口
音的英語告訴法官，她 「對自己的行為感
到十分抱歉」，並請求法官再給她一次機
會。她的律師稱，金韓娟並不是在進行間
諜工作。他們懇求從寬處理，希望能考慮
到因金韓娟健康欠佳而緩期執行。

但地區法官卡斯蒂洛表示，應該通
過這次判決向那些有機會接觸商業機密
的人發出警告，希望他們不要竊取重要
信息。

在摩托羅拉擔任了 9 年軟件工程師
的金韓娟，於 2007 年 2 月 28 日在芝加哥
奧黑爾國際機場準備搭機前往中國，但
被安檢攔截下來。檢察官稱，她當時攜
帶了 3.1 萬美元和超過 1000 份摩托羅拉
的機密文件。大部分文件都存於手提電
腦、4個移動硬盤、拇指驅動器和其他存
儲設備。

金韓娟今年2月便獲判竊取商業機密
罪名成立，但因證據不足而逃脫了經濟間
諜罪。法官說，檢察官指出有理由懷疑金韓
娟竊取這些資料最終是為了提供給中國軍
方，但當時缺少確實的證據來證明。

卡斯蒂洛在周三的判決中稱，金韓娟
持有中國軍方的機密資料，同時她也是一
家總部設在中國的通訊科技公司的職員，
美國政府律師稱這家公司為中國軍方研發
產品。

金韓娟出生於中國農村一個貧困家
庭。由於在學業上的突出表現，她在聖
母大學獲得了物理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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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電子英國總裁達米安．卡西克29日展示新款ATIV S
智能手機 路透社

▲披露狙擊拉登細節的《不簡單的一天》將於下周出版
美聯社

▲拉登被殺時居住的大宅模型 資料圖片

▲美國總統奧巴馬（左二）等人在白宮緊張觀看拉登被狙擊過程
資料圖片

▲據稱為馬特的照片（面部模糊者）。基地組織
揚言殺死馬特 互聯網

▲被判竊取商業機密的金韓娟（中）29日走出法庭
美聯社
拉登死前毫無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