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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聯社芝加哥14
日消息：美國芝加哥當局14日將墨
西哥大毒梟古茲曼列為 「頭號公敵
」，從未踏足芝加哥的古茲曼成為
史上第二個獲此稱號的幫派老大。在
此之前，唯一一位被列為「頭號公敵」

的，是綽號「疤面」的卡彭。
追蹤芝加哥犯罪

趨勢的非政府組織 「
芝加哥犯罪委員會」
（以下簡稱 「委員會
」）宣布了這項舉動。
該組織指古茲曼甚至比
卡彭更具威脅，因為他
所領導的販毒集團希納
諾集團，供應了在該市售

賣的大部分毒品。委員會的執行副
會長比萊克甚至指，古茲曼無論在
權力和財力都甚至比卡彭夢寐以求
的要雄厚。芝加哥是希納諾集團的
最重要城市之一，因為這裡是毒品
在美國流通的中轉站。

身家10億 軍隊護衛
此前，委員會曾在1930年宣布

綽號 「疤面」的卡彭是芝加哥的頭
號公敵。在美國禁酒時期，卡彭以
芝加哥為他的犯罪集團基地，非法
製造及販賣私酒。他的惡名在 「情
人節大屠殺」事件1929年2月14日發
生時最響，當時有槍手在市中心一
個車房槍殺他的7名競爭對手。卡彭

被宣布為頭號公敵不到兩年，就被
逮捕、定罪和判監。

古茲曼現年50多歲。他2001年
成功逃出墨西哥的監獄，是全球最
危險的頭號通緝犯之一。他甚至以
估計10億美元的身家躋身美國財經
雜誌《福布斯》的富豪榜。目前相
信他匿藏在墨西哥山區，而且有一
支私人軍隊保護。他在芝加哥也被
控以販毒罪名，如被活捉即可能被
引渡到美國受審。

據美國緝毒局說，沒有跡象顯
示古茲曼曾在芝加哥附近一帶出現
過，但鑑於希納諾集團給芝加哥造
成的毒禍，應該基於實際目的視古
茲曼為芝加哥當地的犯罪頭目。

比萊克說，此刻要把古茲曼指
出來，就是希望公眾更支持追捕他
。他說： 「美國有93%的人都對這
個人聞所未聞。但現在一定要趕及
在他於美國建立更大的網絡和帝國
之前，採取協同行動對付他。」

芝加哥公布頭號公敵
墨國大毒梟金榜題名

【本報訊】據美聯社15日消息：美
國總統奧巴馬提名前參議員哈格爾擔任
國防部長的努力14日在國會遇阻。在大
多數共和黨參議員投反對票的情況下，
參議院以58票對40票，推遲對哈格爾提
名的表決。這是美國國會第一次推遲對
防長提名的表決。至少需要10天後才知
道哈格爾是否能夠出任下屆國防部長。

華盛頓時間當日下午，參議院全院
舉行投票。共和黨議員以冗長發言 「拉
布」阻撓任命案的表決。民主黨議員則
大動員，希望先湊足60票來停止冗長的
議事發言，之後再進行表決任命案。
但投票結果是58對40票，議事發言無法
立即中止，民主黨強渡關山計劃未能成
功，哈格爾的防長提名表決只能被迫推

遲。
參院多數黨領袖里德表示，過去很

少發生總統提名的人選被拒絕，這次的
暫停表決更是前所未見。憤怒的里德說
： 「共和黨人做出加劇兩黨政治鬥爭的
不幸選擇。」瑞德表示將致電哈格爾，
告訴他： 「我為總統感到遺憾，為國家
和對你都感到遺憾，但我不會放棄致力
通過這項任命。」

共和黨人一直在阻擋哈格爾的提名
程序，他們要求白宮對去年9月11日的
美國駐班加西領事館遇襲事件提供更多
信息。奧巴馬稱，共和黨參議院的 「拉
布」行為史無前例，但有信心提名最終
將獲通過。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已同意本
月26日會直接表決。

共和黨議員拉布
美防長上崗無期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美聯社15日消息：此次隕石
墜落俄羅斯車里雅賓斯克州的事件，恰巧發生在新發現小
行星2012DA14預計飛掠地球之前。有不少天文愛好者在社
交網站揣測，墜落俄羅斯的隕石可能是小行星靠近地球的
前兆，不過俄天文學家否定了這種說法，因為隕石的飛行方
向是從東北到西南，而2012DA14與前者幾乎是「相向而行」。

歐洲太空總署的發言人范．魏厄稱，這兩單事件只是
單純的 「宇宙巧合問題」，他表示小行星2012DA14與發生
在俄羅斯的隕石墜落沒有關係。

大小相當於半個足球場的2012DA14小行星，16日將掠
過地球，成為目前所知同等大小的天體中，最貼近地球的
「飛掠者」。小行星2012DA14將以每秒13公里速度掠過地

球，最接近地球的時間點是香港時間16日凌晨3時26分，屆
時距離地球表面約2.77萬公里，比繞地衛星更接近地球。

屆時科學家及天文愛好者，均有難得的機會在無須發
射探測器情況下近距離觀測小行星。最佳觀測地點將是印
尼，東歐、亞洲和澳洲也是觀星的好位置。如果天氣晴朗
，在香港也可觀看到小行星的飛行。

不過，儘管2012DA14相當接近地球，但由於體積不大
，即便用最大的光學望遠鏡觀看，仍只能看到1個亮點。
根據它的亮度，天文學家預估小行星的直徑僅大約45米。
而科學家們也表示，本周或可預見的未來它都不會撞擊地
球。

俄羅斯科學院發表聲明說，在
車里雅賓斯克地區上方，這顆重達
10噸的隕石，以至少每小時5.4萬公
里的速度進入地球大氣層，在地表
上方30到50公里處爆裂。

當地時間15日早約9時20分，隕
石燃燒劃過天空、穿越城市並以
傾斜的角度下墜，發出耀眼強光和
巨響。據俄內務部統計，車里雅賓
斯克州的葉曼熱林斯克、科佩伊斯
克、科爾基諾、南烏拉爾斯克等8個
人口聚居城市受損嚴重。

當地官員指，約950人因此次事
件受傷，包括82名兒童，不過近2/3
人屬於輕傷。當地警察局說，大多
數傷者都是因為被飛來的玻璃片割
傷或擦傷。有電視新聞畫面顯示，
人們臉上滿是鮮血，至少一名兒童
背部血淋淋。現時當局已派出2萬名
救援人員及專機到現場。俄羅斯總
統普京也責成緊急情況部部長普奇
科夫，立即向隕石雨期間受傷的人
員提供援助。

俄國家電視台畫面顯示，車里
雅賓斯克一家工廠的部分屋頂和一
堵牆被削掉。當地是俄羅斯工業中
心地帶，充滿冒煙的工廠和其他龐
大設施，包括一座核電站、規模龐
大的馬亞克核廢料貯存點和治療中
心。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發言人
說： 「烏拉爾地區所有俄羅斯國家
原子能公司的企業，包括馬亞克核
廢料站，都運作正常。」

「只有末日才會見到」
星期五目擊隕石墜落的人士，

紛紛講述他們看到天空中巨大發光
體時的震驚和恐懼，當時很多人以
為那是飛機墜毀。有一名車里雅賓
斯克居民表示，社區裡有些老婦人

開始呼喊世界末日到了。
俄生活新聞站播出一個錄像，

顯示車里雅賓斯克第十五學校走廊
裡，學童們在尖叫，地板上落滿從
炸裂的窗子掉下的玻璃門和木片。

老師瓦連汀娜．尼古拉耶娃說
： 「最初是一種不真實的光照亮學
校右邊所有教室。那是有生以來從
未見過的光，大概只有世界末日時
才會見到。接，出現一條拖痕，
就像飛機留下的，但要比飛機後的
拖痕大十倍。」

網傳俄軍試圖攔截
在切巴爾庫爾湖附近，發現一

個直徑6米的隕石坑，俄羅斯軍方目
前已封鎖現場，並錄得正常的輻射
水平。

此外 「今日俄羅斯」網站稱，
俄羅斯軍方曾試圖攔截這顆隕石，
但官方並未證實這一說法。

俄車里亞賓斯克州州長辦公廳
網站發布消息稱，15日在該州引發
「隕石雨」的隕石殘骸落入切巴爾

庫爾市附近的湖中。
這起事件也引來俄政壇人士回

應。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說，隕
石可能顯示 「不只經濟很脆弱，整
個地球都是」。俄羅斯自由民主黨
黨魁日里諾夫斯基則意見獨特，他
說： 「這不是隕石墜落，是美國人
在測試新武器。」

動物早有反應
另據報道，車里雅賓斯克動物

園工作人員告訴俄新社，該動物園
裡的部分動物從14日夜間就開始有
異常反應，其中狼和馬的反應最為
激烈。但目前尚不清楚動物的異常
反應是否與隕石墜落有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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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綜合法新社、、美聯社美聯社、、俄新社及英國俄新社及英國《《
每日郵報每日郵報》》1515日報道日報道：：一顆約一顆約1010噸重的隕石噸重的隕石1515日上午日上午
墜落在俄羅斯中部的烏拉爾地區墜落在俄羅斯中部的烏拉爾地區，，引發爆炸引發爆炸，，造成至少造成至少
950950人受傷人受傷，，多處建築物損毀多處建築物損毀。。此次戲劇性的隕石墜落此次戲劇性的隕石墜落
，，並引起當地民眾恐慌並引起當地民眾恐慌，，有人大呼世界末日來臨有人大呼世界末日來臨，，又有又有
政客稱這是美國在試驗新武器政客稱這是美國在試驗新武器。。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
及 「今日俄羅斯」 網站15日
報道：德國明斯特大學的礦
物學家比斯霍夫說，科學家
和尋寶人可能早已鬥快尋找
隕石了。有些隕石可能很值
錢，每克可售500歐元，視
乎它們的確實成分而定。但
隕石大抵數十億年都保持不
變，科學家將會研究碎片，
以更了解物質的起源。德國
宇航中心高級科學家哈里斯
說，有些隕石相信含有有機
物料，可能影響了地球上的
生命的發展。

有消息指，遭遇隕石襲
擊的車里雅賓斯克州民眾已
開始在網上叫賣自己找到的
隕石碎片。一名聲稱撿到隕
石碎片的民眾在網上打出每
塊碎片50萬盧布（約12萬港
元）；還有人的售價為2.5萬
盧布（約6千港元）。

與此同時，專家說，較
小規模的隕石墜落每年會發
生5至10次。比斯霍夫說，
大型的如15日在俄羅斯發生
的那種比較罕見，但大概每
隔5年就會發生。大部分的
墜落都在無人居住的地區發
生，不會傷及人類。

近代最大規模的一宗隕
石墜落事件，是1908年發生
於俄羅斯的 「通古斯大爆炸
」 。儘管該次墜落的規模比
15日同樣在俄羅斯發生的那
次大，但並沒有傷人。科學
家相信，恐龍6600萬年前絕
種可能是一次甚至更大規
模的隕石墜落事件造成的
。根據這套理論，那次衝擊
有可能揚起大量塵埃，籠罩
天空數十年，改變了地球的
氣候。 （美聯社）

俄民賣隕石碎片 盛惠1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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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廠1515日因衝擊波損毀日因衝擊波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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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烏拉爾地區居民一名烏拉爾地區居民1515日受傷就醫日受傷就醫 路透社路透社

▲▲在切巴爾庫爾湖附近在切巴爾庫爾湖附近，，發現一個直徑發現一個直徑66米的隕石坑米的隕石坑 法新社法新社

▲▲1515日在車里雅賓斯克日在車里雅賓斯克，，隕石燃燒劃過天空隕石燃燒劃過天空 美聯社美聯社

▲▲車里雅賓斯克的一處建車里雅賓斯克的一處建
築因隕石墜落而損壞築因隕石墜落而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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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隕石墜隕石墜
落的衝擊落的衝擊
波震碎多波震碎多
處窗戶處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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