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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路透社堪培拉 16 日消息：澳
洲周五啟動超過2百萬平方公里、全世界最大的
海洋保護區計劃，保護區內將限制石油、天然氣
開採和商業捕魚。

澳洲環境部長伯克 16 日宣布，澳洲決定保
護23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積相當於整個西歐）
，包括昆士蘭北岸附近的熱帶珊瑚海和澳洲西北
部附近的珊瑚礁，以幫助挽救瀕危的海洋生物。

覆蓋6片水域的新保護區將在最敏感區域限
制商業捕魚和石油、天然氣開採，但不會禁止航
運、旅遊和潛水。伯克說，這些新海洋保護區只
會影響澳洲約 1%的商業捕魚，政府將耗資一億
澳元賠償商業漁民的損失。

但該項決定，仍然惹惱了商業捕魚業，尤其
是昆士蘭州的商業捕魚業。與此同時，休閒捕魚
團體亦因為失去在某些區域的捕魚機會而感到憤
怒。

捕魚支持者投訴說，他們受到歧視。休閒捕
魚基金會主席艾倫．漢薩爾德說： 「政府允許潛
水者、旅行社、貨櫃船甚至防衛力量進入海洋保
護區活動，但禁止捕魚家庭捕魚，這不是明擺着
歧視我們嗎？」

今年初，聯合國一份報告說，澳洲世界著名
的大堡礁正受到商業發展的威脅，可能會被考慮
列為一年內 「有危險」的世界遺產地點。

班加西慘案CIA情報混亂
國會舉行聽證會 前中情局局長作證

誤報高官孌童 BBC賠22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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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長情婦門將上熒幕

【本報訊】據中新社16日報道：加拿大大多倫多地區
一家水族館華裔老闆因非法出售具侵略性的黑魚，並將黑魚
偷運至美國罪名成立，已被法庭判處總額高達近10萬加元
（約合港幣77萬元）的巨額罰款。同時，這位葉姓老闆還
被判處為期60天的監禁。

這位華商被指在 2010 年 6 月至 2012 年 1 月期間，在其
經營的幸運水族館內分4次總共出售了228條黑魚，其中部
分黑魚還被非法偷運至美國的紐約州和加拿大的緬省，因而
同時遭到美國紐約州和加拿大當局的檢控。

該宗涉及非法出售和偷運黑魚的案件，是由美國魚類及
野生動物服務部門派出卧底人員假扮買家，主動接觸及向被
告要求購買黑魚及運往美國而被揭發的。

加華商偷售黑魚遭囚60天

【本報訊】綜合英國廣播公司及《獨立報》16日報道：英國
環境大臣彭德森日前到上海出差，走進市中心的Tesco超級市場時
，找到了久聞其名的中餐美食：鳳爪。

陪同視察的超市總經理告訴彭德森，熟食櫃枱的這些豉椒蒸
鳳爪、泰式辣鳳爪、滷雞爪都是用南美的雞爪做的。超市採購部
每年要從巴西進口大量生雞爪。彭德森感觸頗深，把這件事寫進
了自己的訪華日記，發表在英國環境部官網上。

在英國，雞爪的命運十分不同，有些被剪好指甲、洗淨、冷
凍後出口到香港和泰國，有些雞爪作為原料進了寵物飼料工廠，
還有不少雞爪則被禽肉加工廠當廢物垃圾扔掉。

彭德森在日記裡寫道： 「我當時立刻告訴他們，北愛爾蘭的
家禽養殖和加工業每周要交錢扔掉 900 萬隻雞腳。我們可以為雙
方牽線搭橋。」

英國的肉禽製品加工廠每年加工的生雞超過8.5億隻，斬下來
的17億隻雞爪大部分跟雞身上其他不受西方餐桌歡迎的部分，比

如雞頭、雞脖子、雞心、雞腸、雞肝等，一起變成寵物飼料。如
今，在環境大臣的干預下，這些下腳料很可能 「母雞變鳳凰」，
成為推動英國對中國出口增長的新秀。

英倫豬腳已 「捷足先登」
不過，英倫雞腳飄洋過海去到中國後會發現，英倫豬腳已經

「捷足先登」，率領豬尾巴、豬耳朵、豬腦子、豬舌頭等進入中
國超市。中國商家最近簽約，從英國進口這些在西方市場倍受歧
視的下腳料，合同金額是5000萬英鎊。

英倫豬腳的先行一步對英倫雞腳也有好處，因為佔據了中國
超市的不光是土生土長的中國雞腳豬腳，還有浩浩蕩蕩的 「美洲
佔領軍」。美國2008年向中國出口肉雞金額達6.78億美元，其中
一半是雞腳。

環境大臣彭德森這幾天正率英國副食品行業代表團在上海參
加商品展銷會、考察市場、洽談商務。代表團成員包括45家英國

副食品廠商，其主要產品包括乳製品、茶、啤酒、甜點、肉製品
和糖果等。

不過，他在出差日記裡沒有提到在中國期間是否吃過鳳爪，
環境、食品和農村事務部也無法證實這一點。

【本報訊】綜合英國廣播公司及《衛報》16 日
報道：英國廣播公司（BBC）就《新聞之夜》的失實
報道與前保守黨政府要員麥卡爾平達成賠款協議。據
悉，賠款金額為18.5萬英鎊（約合港幣228萬元），
是公共機構支付的最高金額之一。

BBC電視旗艦新聞調查節目《新聞之夜》11月2
日播出的有關北威爾士一家兒童收養院曾在上世紀
80 年代發生兒童性侵醜聞的報道，導致戴卓爾夫人
政府時代的保守黨財務總管麥卡爾平被捲入醜聞漩
渦。

這則失實報道亦導致上任才一個多月的 BBC 總
裁辭職，正副兩名新聞總監停職，部分編輯面臨紀律
處分。就失實報道播出展開的調查發現 「一些最基本
的新聞核實沒有完成」， 「播出前最後的編輯責任審
批權模糊不清」。

BBC 在一項聲明中說，達成的賠款金額反映了
錯誤的嚴重性。

麥卡爾平說，一夜之間變成 「公眾仇恨的對象」
讓他 「感到恐怖」，而與 BBC 迅速地達成賠償協議
讓他感到高興。麥卡爾平還說，接下來要繼續向發表

誹謗報道的機構和在推特上誹謗他的個人索賠。他的
律師安德魯．里德呼籲在推特上誣陷麥卡爾平的人主
動站出來。

麥卡爾平在周四的採訪中表示， 「他們（BBC）
當然可以事先給我打個電話，我當時就可以把他們後
來經過調查了解到的情況都告訴他們。」

倫敦市長約翰遜曾發表評論說，指責某人是孌童
犯等於 「在他們還活着的時候就把他打入地獄最底層
」。麥卡爾平表示完全同意。他形容那種感覺 「痛徹
骨髓」、 「嚙噬靈魂」，令人 「怒不可遏」， 「覺得
這個世界出了問題」。但他表示，BBC 在他心目中
仍然有很高的位置。

再有BBC前主持涉性侵
另訊，就在 BBC 與麥卡爾平達成賠償協議前數

小時，據報警方已逮捕 BBC 前著名主持人特拉維斯
。警方沒有公布姓名，但表示逮捕1名涉嫌性侵的60
多歲男子。

綽號 「毛茸茸玉米片」的特拉維斯，1970 到
1980 年代和已故孌童主持人薩維爾在 BBC第一廣播

電台共事，是英國廣電界家喻戶曉的人物。緬甸民主
派領袖昂山素姬去年表示，特拉維斯的音樂點播節目
幫助她度過了20多年的居家軟禁生活。

英擬向華出口大量雞爪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美聯社16日
報道：剛剛因婚外情醜聞下台的前中央情
報局（CIA）局長彼得雷烏斯將於華盛頓時
間星期五在兩次聽證會上，對奧巴馬政府
處理利比亞班加西美國領事館遇襲事件的
手法作證。消息人士指，慘案發生後，彼
得雷烏斯 「幾乎立即」 就判斷這可能與恐
怖分子有關，但CIA情報 「混亂」 ，紛紛
將慘案與反辱回示威聯繫起來。

【本報訊】據美聯社16日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15日
視察颶風 「桑迪」在紐約的重災區時，誇獎紐約民眾堅強。
「桑迪」17 天前襲擊美國東北海岸，紐約市部分地區至今

尚未恢復供電。
奧巴馬探訪紐約市斯坦頓島時說： 「紐約，我以你們為

榮。你們很堅強，你們能重新振作。」他還說： 「目前還有
很多清理工作尚待完成。民眾還是需要緊急救援。他們需要
暖氣、電力和糧食，也需要暫時居所。孩童也還在苦惱到底
要去哪裡上學。」

白宮發言人亦表示，聯邦政府已經注資15億美元供重
建，當中6億美元已獲批准可直接用於援助災民。

不過有受災戶不買帳。25 歲的斯坦頓島居民阿龐特表
示： 「總統來這裡是好事，但他現在根本看不到兩周前這個
社區的慘狀。」她說： 「有點太遲了，做得也不夠。事情一
發生的時候，當我們夜裡凍得要命，社區淹水的時候，總統
就應該來了。」

奧訪颶風重災區被批太遲

9月11日發生的這起血案，造成大使斯蒂文斯等
4人死亡。總統奧巴馬執政團隊也因不斷更改領事館
受襲的相關說法，以及領事館保護是否充分而飽受抨
擊。美國國會本周將舉行多次有關這一事件的聽證
會。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民主黨主席黛安．范斯坦說，
參議員期望聽彼得雷烏斯作證，理由包括他曾在利比
亞見過很多人，以調查領事館遇襲案。

CNN有線電視引述接近彼得雷烏斯並熟悉他對
該問題看法的消息人士的話說，這位退休四星上將
「直言不諱，把所知一切都說出來」。

他將會說，雖然他 「幾乎立即」就知道與 「基地
」組織有聯繫的 「利比亞伊斯蘭教法虔信者」組織是
恐襲兇手，但是有關這次襲擊有很多 「混亂」，包括
有 20 份情報報告把襲擊與一部反穆斯林電影引起的
抗議聯繫起來。

參議員觀慘案現場影片
共和黨指控奧巴馬政府在襲擊案發生後的最初幾

天，提供了不實資訊。政府官員當時表示，這起襲擊
案似乎是反穆斯林影片引發的抗議所演變的結果，而
非有預謀的襲擊；後來才表示襲擊是 「基地」組織相
關的好戰分子發起的。政府官員對此解釋說，他們是
根據當時所能得到的最好情報，發表那些初步評論
的。

在周四的聽證會上，美國聯邦參議員首次親眼看
到襲擊案現場拍下的震撼影片。范斯坦在與同僚閉門
觀看影片後說： 「這段影片由多個來源組成。」她說
： 「這是即時影片，從攻擊發生前開始，貫穿事件的
發生到人員撤離。」

參議員布倫特告訴CNN，從影片 「不難看出當
時沒有示威，也沒有群眾集結」。他說： 「一開始就
是暴力事件。任何人都應該可以一眼就看出來。」

委員會副主席、參議員錢布利斯表示，美國情報
人員作證後，聽證會已經清楚當時確實犯下了錯誤。
他也表示最終將召開公開聽證會， 「美國人民屆時將
有機會看到議員提出問題並獲得答案，解答他們今年
9月11日以來的疑問」。

CIA對前局長展開調查
此外，中央情報局 15 日宣布，將對前局長彼得

雷烏斯任職期間的行為展開 「探究性」調查，以總結
教訓，改善自身。中情局強調，調查目的不是尋找某
種特定結果。

彼得雷烏斯周四接受辭職後的首次電視專訪時，
對CNN堅稱，沒有向他的前情人布羅德韋爾提供機
密資料，他的辭職是因為婚外情，而不是因為班加西
美國領事館遇襲事件。

▲雞爪可以製成各種中餐美食 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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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路透社洛杉磯 15 日消息：電
影公司的行政人員們自從 12 日開始就忙着開會
，揀選有潛質的、可以改造的劇本，以將美國退
役四星上將彼得雷烏斯的性醜聞搬上熒幕。

經紀人們說，暫時未知該宗性醜聞的主人公

彼得雷烏斯和他的傳記作者兼情人布羅德韋爾，
會否把他們的戀愛故事的版權出售，又或者向導
演們提供內幕，那將非常有機會成為賣座電影或
是美國有線頻道（HBO）熱門的紀錄劇情片。

專家表示，電視電影是接觸消費者最快的途
徑，最快在1年內就能搬上小熒幕；等到性醜聞
褪成回憶後，再躍上大熒幕。荷里活製片岩士唐
說： 「這項醜聞擁有荷里活與普羅大眾感興趣的
諸多元素，像是喬裝、密謀、CIA、政治高層官
員以及不倫戀等。」

羅奇執導的HBO電影《選情告急》，即以
美國共和黨前副總統候選人佩林為基礎。他說，
他曾經與電影公司談及《選情告急》，但結果在
有線電視網絡成事。HBO 說，該部電影周末開
畫時有360萬名觀眾收看，創下紀錄。

政界人士在性方面的越軌行為吸引大批群眾
關注，早有先例可援。1998 年出品的電影《這
個總統真太濫》，其主角即以美國前克林頓為藍
本，採用了克萊因有關克林頓 1992 年競選總統
活動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