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槍擊案其中一個發生地點是密歇根州立大
學的學生會大樓，該大樓共有4層，樓內主
要有會議室、餐廳及小商店。22歲學生諾德
蘭事發時正與男友在大樓內完成功課，她談
到事件時猶有餘悸，「我以為我快要死了，
聽到3響槍聲後，我與男友被嚇得躲進角
落，隨後走到出口，與其他學生一起衝出
大樓。」
校方於案發時向學生及教職員發

電郵，通報校內發生槍擊事件，21
歲學生塔克收到電郵時，正在距離
校園不遠的住所內，她表示感到
非常緊張，得知同學們都紛
紛向父母報平安。
一年級學生阿隆索

事發時剛返回宿
舍，他發現大批警
車停泊在附近，他
當時十分驚慌，
「我用室友的睡床

擋着宿舍房間的門，然後關燈及躲進衣櫃
內。」20歲的沃爾夫前晚正在校內體育館參
加排球比賽，但比賽因槍擊事件中斷，體育
館也很快被封閉及關燈，「這可能是我遇過
最恐怖的時刻。」
居於校園外不足1公里的學生凱利說，他
已鎖好門窗，周圍不斷有警車呼嘯，一架

直升機低飛盤旋，形容情況很
可怕。當地一間電視台的氣
象專家亞當斯的女兒在該
大學就讀，據其女兒稱，
學生都因今次槍擊事件
筋疲力竭，他們要在
一間黑暗房間裏躲
起來，全部燈光熄
滅，他們都沒有充
電器，因此不能以

手機和外界聯絡，對於
學生們來說是可怕的一
天。 ◆綜合報道

宿舍學生睡床擋房門 關燈躲衣櫃

◆◆倖存學生互相擁倖存學生互相擁
抱安慰抱安慰。。 法新社法新社

◆◆逃出大樓的學生逃出大樓的學生
驚魂未定驚魂未定。。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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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福特汽車前日宣布，將與中國電動汽車電
池企業寧德時代合作，計劃在密歇根州建造一座
總值35億美元（約274億港元）的電動汽車電池
工廠。該廠預計2026年投產，每年可生產足夠
40萬輛電動車使用的電池，協助福特在2026年
底前，實現每年生產200萬輛電動車的目標。

料創2500職位 獲電池技術授權
福特表示，這間工廠將建於密歇根州馬歇爾市

附近，位於底特律以西約160公里，預計將創造
約2,500個職位。據報福特會從寧德時代獲得電
池技術，由後者協助建廠並配備員工。這間工廠

將主要生產在中國普遍使用的磷酸鐵鋰電池，其
成本較北美和歐洲廣泛使用的鎳鈷電池廉價。福
特負責電動汽車產業化的副總裁德雷克表示，
「福特對製造、生產和勞動力都有話語權，我們
正在從寧德時代獲得技術授權。」
德雷克還提到，寧德時代的員工將協助安裝製

造電池的工廠設備，其中一些將來自中國。她表
示寧德時代的一些員工也將留在密歇根工廠，因
為「我們需要他們的幫助」。

據彭博社上月報道，截至去年11月的資料，寧
德時代的電動車電池佔全球銷售的37.1%，穩佔
全球第一的寶座，寧德時代也是福士汽車、日產

汽車和Tesla的電池供應商，在歐洲和亞洲擁有
13間自營工廠。
寧德時代表示，已接受福特汽車的合作邀約，

將為其在密歇根州的電池工廠提供籌建和運營服
務，並就電池專利技術進行許可，雙方合作為市
場提供最具有競爭力的產品。
福特汽車的高層稱，公司曾考慮在墨西哥和加

拿大建立電池廠，不過考慮到總統拜登政府為電
動車電池生產提供聯邦補貼，公司最終選址密歇
根州。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發聲明稱，預
計該工廠將創造「高薪工作機會」。

◆綜合報道

福特與寧德時代合作 在美建電動車電池廠

◆責任編輯：林輔賢

新西蘭北島連日受到熱帶氣旋「加布
里埃爾」吹襲，最大城市奧克蘭和附近
地區持續出現狂風暴雨和巨浪，至少
造成5.8萬個家庭合共22.5萬人斷電。
政府昨日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是
新西蘭史上第3次頒布緊急狀態令。
當局發聲明稱，緊急事務管理部部

長麥卡努蒂於昨日早上簽署文件，宣
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緊急狀態令將

賦予政府更大權力來應對危急情況，
包括限制出行。

多地洪災山泥傾瀉
據媒體報道，新西蘭多地出現洪災

及山泥傾瀉，不少民眾爬上屋頂躲
避，當局出動直升機及救援船，救出
北島東岸霍克灣的被困民眾，霍克灣
有一人因山泥傾瀉失蹤。在位於北島

北端的奧克蘭，當局較早時疏散一座
30米高的塔樓周邊約50戶，原因是該
塔樓有倒塌危險。市內還建立了數十
個臨時收容中心，讓疏散的居民暫時
棲身，受斷電影響的家庭估計需約一
周才能恢復供電，新西蘭總理希普金
斯前日宣布一項涉及1,150萬紐元（約
5,700萬港元）的援助計劃。

◆綜合報道

熱帶氣旋吹襲22萬人斷電 新西蘭進緊急狀態

曾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及南卡羅
來納州州長的黑利，昨日發布影片宣
布角逐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將與前
總統特朗普爭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
名，成為表態挑戰特朗普的首名共和
黨人。
51歲的黑利出生於印度移民家庭，

在共和黨內以立場堅定的保守派人士
見稱。她曾是特朗普的下屬兼愛將，
在2017年獲特朗普任命為駐聯合國大
使，在其任內，美國正式退出伊朗核

協議。黑利曾於2021年4月表示，若
特朗普參選2024年總統大選，自己便
不會競逐。她於昨日的影片中強調，
「這是美國由新一代領導層帶領的時
候，重拾財政責任、保護我們的邊
境。」預計她於今日在南卡羅來納州
正式發表參選演說。
分析認為，不少共和黨人對76歲的
特朗普失去信心，正尋求其他潛在候
選人，估計參議員斯科特、佛羅里達
州州長德桑蒂斯及前副總統彭斯均準

備加入戰團。若黑利在黨內提名戰勝
出，將成為共和黨歷來首名女性總統
候選人。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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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首名挑戰者 美前駐聯合國大使爭逐總統

◆◆黑利黑利（（左左））曾是特朗普曾是特朗普
愛將愛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MSU警察局長羅茲曼表示，槍擊案於前晚接近8時30分，在東蘭
辛的主校園發生，槍手分別在學術大樓「巴爾基大樓」和學

生會大樓附近開槍。兩人在巴爾基大樓被槍殺，另一人則在學生會大樓遇
害，5名傷者已被送院救治。據報校內體育設施IM East附近也傳出槍
聲，但警方未有證實。當地媒體曾引述警方無線電通話指槍手共有3人，
但警方則稱只有一名疑犯。

槍手與大學沒任何連繫
警方表示涉案槍手是43歲非裔男子麥克雷，他不是MSU員工，也與該
校沒有任何關連。警方公布的閉路電視畫面顯示，槍手身型矮小，身穿牛
仔褸、牛仔褲，戴着藍色棒球帽及黑色口罩，從巴基爾大樓的樓梯前往課
室。羅茲曼稱，感謝社區人士提供線索，警方接獲來電舉報，找到疑兇居
住地點，在警方抵達時，疑兇便開槍自殺。

「永不忘記痛苦尖叫求救聲音」
槍擊案發生後，大批警員趕到校園調查，MSU校警則敦促學生和教職
員「就地避難」，不要返回學校，當時在校內的學生和教職員被緊急疏散
至安全地點，警方又呼籲學生家長不要前來校園。MSU學生丁金形容事
發時場面十分可怕，有學生大喊「快逃走」，形容當時感到十分危險。當
時在巴爾基大樓上課的二年級學生帕波里亞斯說，她和同學聽到有人大喊
「有槍手」後，立刻伏在地上，槍手從課室後門進來後開始開槍，「我永
不會忘記同學們痛苦尖叫求救的聲音。」
校方其後宣布取消48小時內東蘭辛校區的所有課程及校園活動。在案
發約兩小時後，校方宣布校園內多幢大樓經過檢查後已經確認安全。密歇
根州州長惠特默昨日稱，過去一年超市等許多普羅大眾生活的地點都傳出
槍擊，「我們不能繼續這樣生活下去，必須採取行動遏止槍擊事件。」
東蘭辛是位於密歇根州首府蘭辛附近的大學城，位於底特律西北面約
145公里。東蘭辛校區目前約有5萬名學生，大部分是本科生，中國留學
生則有約2,000名。巴爾基大樓位於校區北部，是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
與社會研究所，以及社會學系的所在地。 ◆綜合報道

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MSU）前

晚發生嚴重槍擊案，造成3人死

亡及5人受傷，死傷者均是MSU

學生，全部傷者情況危殆。行兇

的非裔槍手一度在逃，當局派出

數百名警員追捕，在案發約4小

時後確認槍手已自轟身亡，正調

查槍手的行兇動機。

美非裔槍手血洗大學美非裔槍手血洗大學33死死
一度在逃被追捕自轟亡一度在逃被追捕自轟亡 死傷者全為學生死傷者全為學生

美國紐約市一名男子前日上午駕
駛貨車，在布魯克林區衝撞路人，
導致1人死亡及8人受傷，當中包括
一名在執法過程中受傷的警察。肇
事的62歲亞裔司機已被警方拘捕。

疑精神失常
紐約市警察局長休厄爾在記者會

上表示，該名司機駕駛貨車橫衝直
撞，首先撞倒一名行人，隨後在另
外一處行人路暴力撞向多名行人，
當中兩名傷者情況危殆。疑犯是一
名無家可歸男子，他目前已被拘
留，警方正調查其犯案動機，沒有
跡象表明事件涉及恐怖主義，但有
警員注意到疑犯被捕時「情緒失
常」，並聲稱「我想死」。
據傳媒報道，一名44歲男子因

頭部受傷，在事發數小時後不治身
亡。涉案司機為 62 歲的 Weng
Sor，他有精神疾病紀錄，並曾因
襲擊他人入獄。他並非住在紐約，
但其兒子則居於布魯克林區。
《紐約時報》稱，警方在涉事貨車
中發現了衣服、硬紙板、散落的水
瓶和塑膠咖啡杯，判斷他可能一直
住在車內。疑犯的犯罪紀錄顯示，
他曾於2015年10月被控毆打並造
成他人嚴重身體受傷，一個月後認
罪，被勒令接受心理健康評估，並
被送往內華達州一處心理健康服務
中心接受治療，此後他仍有多次刑
事犯罪紀錄。據他的30歲兒子稱，
其父親有精神病紀錄，但經常不服
藥，且行為不受控制。◆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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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型矮小的槍手闖入大身型矮小的槍手闖入大
學行兇學行兇。。 法新社法新社

◆◆亞裔司機亞裔司機（（左左））
被捕後面露痛苦被捕後面露痛苦
神色神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福特有望在福特有望在20262026年底前年底前，，實現每年生產實現每年生產200200
萬輛電動車的目標萬輛電動車的目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一列運載有毒化學品的列車
本月3日在俄亥俄州東部脫軌，引發
大火。當地應急部門其後對列車載有
毒氣體進行「受控釋放」操作，導致方
圓數公里內居民因面臨致命氣體威脅
而緊急疏散。澳洲新聞網前日報道，
這事件引發的有毒氣體擴散問題，已
導致附近動物出現咳嗽、腹瀉、流
淚、無食慾等中毒症狀。

出現頭痛噁心等症狀
在列車脫軌事故發生3天後，俄
亥俄州東巴勒斯坦鎮當局決定，對
載有氯乙烯的5節壓力罐車廂實施
有限制的釋放燃燒，並將氯化氫和
高毒性光氣排放到空氣中。有關部
門表示，這是為了在受控環境中清
除高度易燃、有毒的化學物質。然
而在此過程中，小鎮的天空出現滾
滾黑煙，之後有周邊居民抱怨頭痛
和身體不適。
列車脫軌後，東巴
勒斯坦鎮進入緊急狀
態，約4,800名居民已
有半數緊急疏散。當
地政府其後表示，在
採集的空氣樣本中，
毒素水平低於危險標
準。俄亥俄州環保局
則表示，有部分「物

質」立即對魚類產生毒性，但飲用水
質量仍是安全。2月9日，居民被告
知可返回住所。儘管有關部門強調沒
有造成污染，但據《華盛頓郵報》報
道，部分居民返回住所後出現了頭
痛、噁心等症狀，政府有關部門應對
措施也讓民眾感到擔憂。附近居民描
述稱，他們住所附近一直有一股類似
於彌漫輪胎燒焦或指甲油洗甲水的刺
鼻味道。還有居民眼睛感到明顯不
適，甚至有灼痛感。此外，人們還在
社交媒體發布當地雞、狗、青蛙、
魚、狐狸等動物的屍體照片。據美國
環境保護局公布的信息，事故車廂裏
還發現丙烯酸乙基己酯等化學物質，
專家卡賈諾指該物質為致癌物，對當
局如此迅速准許民眾回家感驚訝。俄
州部分居民已對涉事鐵路公司提出訴
訟，指責其疏忽導致脫軌事件發生，
並要求賠償。 ◆綜合報道

◆◆美國一列運載有毒化學品美國一列運載有毒化學品
的列車的列車在俄亥俄州東部脫在俄亥俄州東部脫
軌軌，，引發大火引發大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