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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執政黨誕總統候選人 捲貪腐案或打擊勝算
入最後階段，目前共有 4 名候選人角逐黨
內提名，以前檢察官尹錫悅和現任國會議
員洪準杓的機會較高。根據上周公布的聯
合民調結果，李在明以 26%支持度領先，
尹錫悅和洪準杓的支持度分別為 17%及
15%；若李在明與尹錫悅單獨對決，李在
明以 44%支持率，壓倒民望 33%的尹錫
悅。

倡全民基本收入 每年派錢100萬韓圜
56歲的李在明是人權律師出身，他在大
選政綱提倡全民基本收入計劃，並承諾一
旦當選將向國民「派糖」，會向每名公民
派發最多 100 萬韓圜現金，並且每年額外
向每名成年公民派發 100 萬韓圜。對於民
眾非常關注的房屋問題，他承諾會在 5 年

任期內大幅增加房屋供應，每年提供逾
250 萬個住宅，惹來不少人批評這目標不
切實際。

毫，企圖劃清界線。

親信勾結地產商 助賺千倍利潤

不過尹錫悅同樣受醜聞困擾，他在 10
月初一次競選活動中，其競選團隊中出現
一名以推銷「肛門針電機治療儀」聞名的
「江湖術士」，民眾紛紛批評尹錫悅結交
騙子，甚至擔心他一旦當選總統，
將重演前總統朴槿惠讓閨蜜崔順實
干政的情況。明知大學教授申律表
示，其他在野黨候選人相信難以
影響大局，預料總統大選將是共
同民主黨與國民力量對決的局
面，勝負關鍵在於兩黨候選人
中，誰人能吸納更多中間階層
的選民支持。
●綜合報道

文在寅一直被批評無法遏抑樓價上升及
控制新冠疫情，偏偏李在明卻捲入向地產
商輸送利益的醜聞。
在 李 在 明 2015 年 擔 任 城 南 市 市 長 期
間，市政府挑選一個地產商作為合作夥
伴，合作發展大莊洞一個房屋項目，然而
李在明一名親信其後被揭發在遴選過程中
舞弊及安排利潤分配，讓該地產商得以賺
取 1,000 倍利潤，政府卻蒙受損失，涉案
親信因此被捕。李在明則否認與對方有任
何關係，又強調沒有從項目中取得一分一

● 李在明勝
出黨內選舉獲
得提名。
美聯社

反對黨候選人結交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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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將於明年 3 月總統大選，執政共同
民主黨10日結束黨內初選，京畿道知事李
在明最終以50.29%得票率，力壓前總理李
洛淵等多名對手勝出，取得黨內提名。儘
管李在明在全國民調中領先其他黨派的潛
在候選人，但他因捲入地產開發項目貪腐
醜聞，備受反對派猛烈批評，若醜聞持續
發酵，將打擊李在明在大選的勝算。
共同民主黨於上月初展開黨內初選，經
過三輪選舉人團投票後，李在明綜合得票
率 為 50.29% ， 主 要 對 手 李 洛 淵 得 票 僅
39.14%，李在明得票過半數宣告勝出，無
須舉行決選。李在明呼籲黨內人士齊心合
力，完成總統文在寅政府推動的改革藍
圖。
最大反對黨國民力量的黨內初選亦已進

無力與富國爭燃料 印度缺煤多地斷電

明。
● 商店顧客只能用手機照明。

● 停電令城區陷入黑暗
停電令城區陷入黑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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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廠「乾塘
乾塘」
」
黎巴嫩全國大停電
● 雜貨店用便攜電燈維持運作。

美聯社

世界各地近月爆發能源
危機，不少國家都因為缺

營電力公司表示，由於燃料供應短缺，兩
國間發電廠分別在
8 日和 9 日先後停止運

關閉，導致全國大停電，

作，供電網絡全面崩潰，暫時無法恢復電力供
應。軍方已同意向發電廠供應共 600 萬公升柴
油，可維持供電3天。黎巴嫩能源部長法耶德10
日發表聲明，感謝軍方提供柴油，令電網得以
恢復運作。
政府還正從伊朗和伊拉克獲得燃料供應，並
與約旦和埃及磋商，希望兩國經敘利亞向黎巴
嫩輸送電力和天然氣，但預計談判會歷時數
月。

軍方向兩間發電廠供應

依賴進口燃料 適逢經濟危機

600 萬公升柴油後，電力

黎巴嫩正面臨 185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
機，本幣黎巴嫩鎊匯率自前年起暴跌 90%。黎
巴嫩的發電廠向來依賴進口燃料運作，自 1990
年內戰結束後，政府在電力方面已耗費超過 400
億美元。事實上，當地供電狀況自幾個月前已
開始不穩，對醫院和必要服務造成嚴重影響，

乏燃料需要限電，一些無
能力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搶
煤搶氣的國家更是首當其
衝。黎巴嫩兩間主要發電
廠 9 日因為燃料耗盡被迫

供應已恢復正常。當局正
與鄰國商討供電問題，但
有關協議可能需時數月才
能達成。

局部地區不時停電 3 至 6 小時，到近日更幾乎全
國每天間歇斷電約2小時。
印度近日亦出現能源危機，德里首席部長凱
傑里瓦爾9日警告，首都地區出現燃煤供應短缺
問題，他已去信總理莫迪，促請聯邦政府將燃
煤和汽油供應至首都地區。印度燃煤短缺已導
致拉比哈爾邦、賈斯坦邦和賈坎德邦等地出現
停電，最多每天停電長達14個小時。

印燃料庫存不足3天供電量
印度聯邦政府其後表示會協助德里兩個發電
廠的汽油供應，國營電力公司亦宣布，會從鄰
近的北方邦調配燃煤儲備至德里，確保供應維
持正常。印度有近 70%發電依靠燃煤，消息指
現時燃料庫存已不足3天的供電量。
印度能源部8日宣布，由於有農民燃燒農業肥
料發電，令空氣污染加劇，當局將強制部分燃
煤發電廠採用燃燒生物質顆粒發電，計劃明年
10月起生效。
●綜合報道

變電站起火停電 東京列車大停駛

能源危機增燃料消耗
全球碳排放勢創新高
全球多國近期面對能源危機，均
尋求增購化石能源儲備，以應對北
半球即將踏入冬季，以及各國需求
反彈，勢推升全球碳排放量，或創
下歷來新高，嚴重阻礙全球排減工
作。
全球碳排放在前年錄得歷史新
高，去年則因新冠疫情阻礙經濟活
動，碳排量出現 1965 年以來最大年
度跌幅。然而監察全球碳排放的
Carbon Monitor 統計顯示，今年截
至 8 月的碳排量，僅較前年同期少
1%。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地球科
學教授戴維斯指出，若今冬天氣嚴

寒，多國消耗更多化石能源發電及
供應暖氣，目前僅1%的碳排放差距
很快便會超越。
彭博社新能源分析師納賈法巴德
則擔心，許多人會將目前的能源危
機，歸咎於轉用可再生能源的能源
轉型政策，近期各國便有不少聲音
質疑風能或太陽能等新能源供應不
穩定。納賈法巴德認為各國應理性
對待化石能源價格上漲及碳排量增
加問題，繼續加快
轉用可再生能
源。
●彭博通訊社

巴基斯坦「核彈之父」去世
曾認向伊朗朝鮮輸核技術

● 大批人在鐵路站等候
大批人在鐵路站等候。
。 網上圖片
日本東京首都圈最少10條JR鐵路線，包括被視
為東京交通「大動脈」的山手線，10 日下午突然
因為無預警停電全數停駛，雖然部分路線其後陸
續復駛，11 日才能恢復正常。JR 東日本表示，事
件與一個變電站火警有關。

乘客被困 等兩小後下車
事發於 10 日中午 12 時 55 分左右，JR 東日本位
於埼玉縣蕨市的一個變電站起火，並傳出爆炸
聲，消防接報到場花半小時將火救熄，無人受
傷，但導致首都圈的 JR 服務嚴重受阻。由於日本
早前剛解除新冠疫情緊急狀態，加上當地疫情近
日逐漸趨緩，不少民眾都趁周日出外遊玩，列車
停駛令很多人表示掃興。

● 地鐵列車停泊在站內
地鐵列車停泊在站內。
。
受事故影響的線路包括山手線、京濱東北線及
湘南新宿線等，不少乘客事後被困車內，有人等
了兩個小時才能下車。在主要轉車站的 JR 上野站
內，雖然下午 2 時左右部分路線恢復行駛，但仍
有部分路線停駛，許多民眾站在閘口前查看電子
布告欄等確認相關資訊。今天發生火警的變電站
亦曾在 2017 年 9 月發生故障，導致山手線等線路
停駛約40分鐘，影響逾4萬人。
●綜合報道

● 網上影片顯示
變電站發生大
火。
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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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迪爾汗被譽為巴基斯坦
「核彈之父」。
網上圖片
被譽為巴基斯坦「核彈之父」
的核子技術專家卡迪爾汗，今年
8 月確診新冠肺炎住院，10 日於
首都伊斯蘭堡的醫院逝世，終年
85歲。卡迪爾汗是巴國核子技術
奠基者之一，協助巴國成為全球
首個擁有核武的伊斯蘭國家。總
理伊姆蘭汗對其離世深表哀悼，

稱讚他為國家英雄。
卡迪爾汗於 1970 年代在比利
時取得冶金工程博士學位後，於
荷蘭一間核子研究所工作，其後
返國。在鄰國印度成功進行首次
核試後，他在時任總理布托大力
支持下，全力投入核武研發工
作。巴基斯坦最終在 1998 年成
功進行核武測試，正式成為核武
國。
卡迪爾汗於 2004 年承認曾非
法向伊朗、利比亞及朝鮮分享核
武技術，引起國際社會批評，他
獲時任總統穆沙拉夫特赦，居家
軟禁 5 年後獲釋，晚年定居伊斯
蘭堡，今年 8 月底感染新冠肺炎
入院，其後轉往一間軍方醫院治
療肺病。卡迪爾汗的葬禮於 10
日舉行，遺體按照其遺願安葬於
巴國最大的費薩爾清真寺。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