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軍情五處招攬恐嫌未果

新聞集團6月底正式分家

▲阿博德拉賀的友人努賽巴赫24日接受BBC訪問
互聯網

加移民顧問涉詐400華客470萬

兇徒友人BBC爆料即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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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
英國廣播電視公司
、《每日郵報》、
《衛報》25日消息

：在英國軍情五處（MI5）被指監視倫敦
伍爾維奇謀殺案兇手8年卻讓他們從眼底下
溜走之際，其中一名嫌犯邁克爾．阿德博
拉賀的友人阿布．努賽巴赫，24日接受英
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表示，在事發
半年前，MI5曾經想招攬阿德博拉賀為該
機構效力，但他表示拒絕。這名友人在完
成訪問錄影後，因涉嫌從事恐怖主義活動
，在BBC總部被捕。

國際聚焦

特稿

出版娛樂一刀兩斷

【本報訊】綜合《華爾街日報》、英國廣播
公司24日消息：近年飽受醜聞困擾的新聞集團24
日正式宣布，經董事會批准，將於6月28日正式
分拆業務，分為出版及娛樂業務兩大不同獨立公
司。一間公司經營出版業務，保留 「新聞集團」
的名稱；另一家公司則經營娛樂事業，取名 「21
世紀霍士」。

新聞集團公布了分拆後兩家新公司的董事會
名單。分拆後的公司將包括出版公司和傳媒娛樂
公司兩大部分，而梅鐸仍將獨攬大權，擔任兩家
公司董事長，以及娛樂公司行政總裁。 梅鐸友
人羅伯特．湯姆森將以行政總裁身份領導擔任分
拆之後的新聞集團。

董事會定出6月28日為分拆日子，下一步首
先要把計劃提交上股東大會，表決通過後才可付

諸實行。由於梅鐸的家族持有大部分股權和投票
份額，應該不會有太大阻力。

根據分拆計劃，《華爾街日報》、道瓊斯通
訊社、圖書出版公司HarperCollins和幾家澳洲及
英國出版物以及其他一些部門將併為新的 「新聞
集團」。該集團將是一家獨立上市公司，而且在
下月尾分拆完成之時，有26億美元現金。

利潤豐厚的娛樂業務，將包括美國新聞頻道
「霍士新聞」和 「20世紀霍士」電影公司。它在

歐洲和亞洲的服務包括德國天空電視台和意大利
天空電視台，並在英國天空廣播公司和印度Tata
天空公司持股。

新聞集團分拆的計劃早在2012年就開始醞釀
。2011年新聞集團旗下《世界新聞報》電話竊聽
醜聞，曾令英國報業部門麻煩纏身。

梅鐸說： 「今天的宣布，是憑着全球主要出
版及媒體及娛樂資產組合來建立兩家獨立公司的
重要一步。我們繼續相信，今次分家將釋放兩家
公司及其特殊資產的真正價值，令投資者得以因
每個部門更集中的管理而來而且各不相干的戰略
機遇而獲益。」

報業將更加孤立
此外，董事會通過，現時投資者每持有新聞

集團的4股股份，可換取新的新聞集團的1股，亦
批准新的新聞集團在分拆之後進行5億美元股票
回購。

評論稱，拆分新聞集團是梅鐸精心設計的 「
毒丸計劃」（避免股權攤薄的反收購措施），成
功擊退意欲挑戰他對兩個公司控制權的人。另一

方面，分拆計劃將使集團旗下的報業更加孤立。
近年新聞業務一直處於虧損狀態，分拆意味着報
業無法再依靠娛樂業務反哺，出版公司將來在成
本削減上或許加大力度，裁員、預算削減將不可
避免。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世界日報》24日消息：
加拿大蒙特利爾市一對男女，因涉嫌以提供移民服務為
理由，涉嫌詐騙近400名希望移民到加拿大的中國國民
，涉及的騙款總額達60萬加元（約466萬港元）。加拿
大皇家騎警23日以9項詐騙罪控告這兩人。

被告之一是 「Immigration Internationals 9-1-1」
公司主管，58歲的蒙特利爾市居民拉貝爾，另一名被告
是48歲女子麥迪范尼。

被告涉嫌在加拿大聘用營業代表，到中國尋找顧客
。騙徒要求中國客付款購買加國的工作訓練證書，但受
害者獲得的是偽造聯邦政府機構及假公司的訓練證書。

據悉，這些受害人在接受服務過程中都深信正在使
用合法渠道獲得移民身份，於是他們支付兩名嫌犯若干
現金，用來換取移民所需要的 「技能培訓」，然後獲得
來自聯邦機構以及造假公司的技能培訓證書。警方在調
查中發現，兩名嫌犯沒將受害人呈交的工作及移民申請
交給加拿大移民部，卻將客戶所有申請費用據為己有。

該案由加拿大皇家騎警、移民及護照部門聯合調查
。上述兩名被告每人被控9項包括詐騙及製造假文件等
罪名。

沒遞交申請 中飽私囊
加拿大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長肯尼23日對該案

件發表聲明說，無良移民顧問不但危害其受害人，也影
響到加拿大移民系統的聲譽。政府推出《打擊不良顧問
法例》，將令無牌照移民顧問不能營業，同時違規者面
對的是以往一倍的罰款或懲罰。

《打擊不良顧問法例》規定，只有加拿大移民顧問
監管委員會的會員、省或地區的法律人員、魁北克省的
法律公證人，才能收取費用為顧客提供有關移民方面的
建議及做代表等。有加拿大移民律師表示，他是首次見
到牽涉這麼多華人的大規模詐騙案，近幾年聯邦移民部
收緊各項移民政策的情況下，中國人即使手上有錢移民
，也要慎防受騙。

阿德博拉賀童年朋友努賽巴赫，24日接受BBC電視
二台《新聞夜》欄目訪問，爆出上述秘聞。

努賽巴赫說，2002年，他跟阿德博拉賀在羅姆福相
識，當地黑人不多，他們一見如故。兩人在2004年開始
信奉伊斯蘭教，但自己信伊斯蘭教的時間，較阿德博拉
賀早四個月。他同時承認，阿德博拉賀經常參加被禁激
進組織 「移民」（al-Muhajiroun）的活動，聆聽部分
激進教士的布道，但阿德博拉賀 「為人獨立」。

他認為，阿德博拉賀在6個月前開始變得激進，估
計是與他在肯尼亞的遭遇以及返英後碰到的事件有關。

在肯尼亞遭性侵變激進
根據阿德博拉賀的說法，他去年在肯尼亞一條村莊

學習時，被當地軍隊拘留。他在審訊期間拒絕開口，卻
被告知 「這裡可不是英國」，被剝掉貼身衣物，遭毒打
與性侵犯。在努賽巴赫看來，阿德博拉賀返回英國之後
，變得內向和 「不愛說話」， 「不太像他自己」。

半年前，軍情五處也在知悉阿德博拉賀去年往肯尼
亞旅行之後，開始留意他。

努賽巴赫稱，阿德博拉賀當時只想去一個穆斯林國
家生活，但軍情五處卻對他進行 「騷擾」， 「不斷敲他
的門」以套取 「某些人士」的資料。

他說， 「MI5一次又一次地敲阿德博拉賀的門，他
先假裝不在家，後來只好與特工說話。他們說， 『我們
只想跟你談談』。他們想問阿德博拉賀是否認識某些人
，但他說他不認識這些人之後，他們便問他，是否有興
趣替MI5工作。他明確表示拒絕替他們工作，而且他說
不認識那些人，也是實話。阿德博拉賀的原話是， 『他
們正在竊聽我─他們騷擾我』。」據悉，阿德博拉賀
去年曾找過律師，投訴MI5 「騷擾」。

BBC記者沃森表示，一般來說，安全機構向人查詢
資料甚至要人充當卧底，是很不尋常的。

友人涉恐怖活動被捕
在努賽巴赫錄影期間，英國反恐官員直奔BBC位於

倫敦中部的總部接待處，待他離開時馬上將其逮捕。
BBC員工對警方行動表現驚訝。警方其後發表聲明，證
實於24日晚上9時半左右，引用《2000反恐法》拘捕了
一名31歲男子，懷疑他準備或煽動恐怖主義行為，被扣
留在南倫敦一個警察局。警方同時搜查他位於倫敦東部
的兩處住所。

自從英國士兵里格比周三遇害之後，警方一共逮捕
了6人，其中有兩名女性獲釋。努賽巴赫是第一個基於
反恐法律被拘留的人士，其餘幾個人則是根據一般刑事
罪名被逮捕。倫敦大都會警察局說，逮捕努賽巴赫，與
里格比之死並沒有直接關係，也與他在《新聞夜》上的
言論無關。

【本報訊】據《芝加哥論壇報》24日消息：美國波
士頓一名18歲青年，涉嫌在馬拉松大爆炸案發生後，在
社交網站臉譜（facebook）留言及張貼饒舌歌的歌詞，
揚言他會做出比波馬案兩名兇徒更厲害的事。他事後被
警方拘捕及被控以發出恐怖主義威嚇的罪名，法官24日
拒絕讓他保釋，下令把他還押監房看管。

18歲被告丹布羅西奧（見圖）在波士頓以北50公里
外一個小鎮居住，一向喜歡創作和主唱饒舌歌。波馬爆
炸案於4月中發生後不久，他在臉譜上留言，還寫下兩
句帶有挑釁性的歌詞。

警方追查到他的身份，並於5月1日把他拘捕及落案
起訴。若被裁定罪名成立，他最高會被判入獄20年。

他的代表律師和家人認為法官不公平。他們在庭上
表示，丹布羅西奧沒有對社會構成即時危險，理應獲准
保釋。

警方處理
今次事件的手
法引起非議，
人權組織發起
請願行動，並
在網上收集簽
名，至今已有
超過7萬人支
持，要求當局
釋放丹布羅西
奧。

美青年發恐襲威嚇被控

【本報駐倫敦記者黃
念斯25日電】英國軍情五
處（MI5）證實，22日在倫
敦伍爾維奇當街亂刀斬死

英兵里格比的兩名恐怖兇徒已經被列為 「恐嫌人物」
8年。那麼，當局為何沒能避免這次恐怖慘案發生
？將來又能否避免再出現同樣事件？隨着伍爾維奇
事件的案情逐漸明朗，英國上下都在思考辯論，尋
求答案。

兩名兇徒，28歲的阿德博拉賀和22歲的阿德博瓦
勒，都在MI5的黑名單之中。其中前者在2006年一次
伊斯蘭集會上與警方發生過摩擦；2007年又曾經出
現在倫敦激進組織的示威遊行中，被BBC拍了下來
，在2012年試圖到索馬里參與極端青年黨活動，受
到阻止。

據悉，英國大約有3000人被情報機構列入恐嫌黑
名單，但是只有極少數 「高危人物」才真正受到嚴密
監視。不幸的是，阿德博拉賀和阿德博瓦勒均不屬於
MI5眼中的重點嫌疑。英國當局為此成立委員會進行
調查。

無論是官員、警方還是情報高層都表示，監視每
一名恐嫌人物是不實際的，也不等於就能避免事件發
生。

首先是警力不可能滿足監視。警方會根據對恐嫌

的跟蹤、線人情報、網上交往言論等等情況，不斷變
更嚴密監視的恐嫌人物名單。

礙於法律所限，警方對恐嫌的監控權也受着限制
。現行的 「調查權力法」規限，警方要有證據才能監
視起訴嫌疑人物。

議會在倫敦 「7．7」恐襲事件後，通過新的反恐
法，列明煽動和褒揚恐怖主義，鼓動暴亂等等行為也
算犯罪。然而也由於要顧及保護言論自由，該條例又
規定，要有證據證明煽動言論會做成暴力襲擊行為方
能對其起訴或監視。而警方對這些危險人物最長只能
監視兩年。

上周，由於自由民主黨的反對，聯合政府才取消
了規定互聯網供應商和手機公司保留顧客的電郵、電
話語音、聯絡人等等資料的 「通訊資料議案」立法主
張。

同時，也有輿論警告說，英國已經是全球閉路
電視最多的國家，英國官方最早設立資料庫收存個
人資料，不能因為伍爾維奇事件使英國變成管制式
社會。

更多的法律管束，更多的警力投資，更大規模的
監視，難道就能阻止獨狼式的恐怖行為？《衛報》評
論呼籲， 「我們來想一下，為什麼英國是一個溫床，
使本土男青年成了種族分子、足球流氓、黑幫暴徒、
恐怖激進呢？」

英警受限難防獨狼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25日
消息：俄羅斯南部達吉斯坦共和國首都馬
哈奇卡拉內政部附近發生一起自殺攻擊事
件，造成18人住院，包括2名兒童和5名警
員，其中5人情況危殆。襲擊者是一名婦
女，並已確定她是一名寡婦，先後嫁給兩
名被安全部隊殺死的伊斯蘭激進分子。

襲擊發生在地區首府馬哈奇卡拉的中
央廣場，距離內政部大樓不遠。一名婦女
走向交通警察，然後引爆炸藥，襲擊者當
場死亡。警方女發言人烏拜達托娃說，已
確定她是25歲的瑪迪娜．阿利耶娃，她嫁
給一名伊斯蘭激進分子，他於2009年被殺
。接着，她嫁給另一名伊斯蘭激進分子，
他又於去年被槍殺。

國家電視台播出一名年輕婦女的照片
，她的頭遮着頭巾，並說她可能是襲擊者
。地區警察局發表聲明說： 「兩名最近炸
彈襲擊者的警員傷勢嚴重。」爆炸力約相
當於500克的TNT炸藥。

該地區第一副衛生部長加比布拉耶夫
說，有18人尋求醫療協助，15人住院，其
中5人情況危殆。

這是俄羅斯動盪的北高加索地區最新
一宗襲擊案。20日，同一座城市發生雙重
汽車爆炸案，造成4人死亡和40多人受傷
。其中一個爆炸裝置是放置在一輛停泊的
汽車裡，另一個爆炸裝置則是放在垃圾桶
裡。

自2000年起，已有至少二十多名婦女
在俄羅斯城市和火車上或飛機上發動自殺
式襲擊。她們全都與鄰近地區車臣兩場戰
爭之後蔓延於達吉斯坦和高加索地區的伊
斯蘭叛亂運動有關。這些女性襲擊者常常
被稱為 「黑寡婦」，因為她們有很多是被
安全部隊殺死的激進分子的寡婦或親人。
據了解，伊斯蘭激進分子說服這些 「黑寡

婦」，使她們相信自殺式炸彈襲擊使她們與死去的親人
團圓。

達吉斯坦與車臣交界，是暴力衝突多發地。該地區
幾乎每日都有槍擊和爆炸事件。該地區還是波士頓馬拉
松襲擊案疑犯父母的家鄉。

▲新聞集團獲董事會批准，於6月底正式拆
分出版和娛樂業務 資料圖片

▲2007年4月27日，英國士兵斬首案疑犯之一阿博德拉賀在倫敦參加支持穆斯林的遊行 美聯社

▲不良移民顧問瞄準受害人移民心切，趁機敲詐
互聯網

▲20日，俄羅斯南部達吉斯坦共和國首都馬哈奇卡
拉發生雙重汽車爆炸案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