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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財相野田佳彥昨日在廣島市演講時表
示，必要時將採取堅決措施，應對日圓升
值，並強調會繼續密切關注匯市。報道稱，
野田此舉展示他將不惜賣出日圓進行干預，
以阻止匯市劇烈波動。自7月中旬美元兌日圓
破80以來，日圓再次升值。有評論認為，這
是野田首次暗示可能干預匯市。

由於美國提高債務上限的磋商進展緩慢，
加上希臘等歐洲國家財政不穩，日圓升值速
度可能加快。野田的言論或將牽制外匯市場
動向。東日本大地震後不久，日圓兌美元匯
率創二戰後新高，日本政府於3月18日與歐美
協調干預匯市，但之後未再有干預。

■共同社

日財相暗示入市壓圓匯
美國國會未能在上周五限期前，通過向聯

邦航空管理局(FAA)撥款的議案，導致FAA約
4,000名員工前日開始放無薪大假，FAA亦無
法收取用於支持航空系統的機票稅。

FAA的部分撥款來自一項稅收，但參議院
上周五未能通過延長該稅收的議案。此外，
參眾兩院在削減13個偏遠機場共1,650萬美元
(約1.3億港元)補貼問題上，亦無法達成協議。
美國運輸部長拉胡德表示，對國會未能通過
航空局撥款相關議案感到失望，但保證暫時
遣散的人手，並非航空安全和機場運營的核
心員工，故不會影響航空安全。

■美聯社/新華社

美航空撥款告吹
4千人放無薪假

英國商務大臣祈維信(見圖)昨
日批評美國國會內的「右翼瘋子」
拖垮全球經濟，並指跟歐元區債
務危機相比，美國提高債務上限
的分歧，方是全球金融體系最大
威脅。祈維信又提到英國經濟增
長放緩，英倫銀行可能需進一步

實施量化寬鬆措施，「印銀紙」救市。
祈維信接受訪問時指出，目前全球金融系統最大

的威脅，是美國國會內的一群「右翼瘋子」，而非來
自歐元區。他又認為上周歐元區通過援助希臘和愛
爾蘭等國家的方案，是「向前邁進一大步」，但沒解
決基本問題。 ■《星期日獨立報》

英大臣轟
美「右翼瘋子」累事

韓國政府消息人士昨日透露，朝鮮第一副外相
金桂冠本月訪問紐約時，料將與美國朝鮮問題特
使博斯沃思舉行會談，使美朝磋商有望重啟。外
交消息人士透露，金桂冠將於28日（下周四）抵
達美國。

為重啟六方會談，日美韓等國正推動「南北對
話－美朝磋商－重啟六方會談」的3階段方
案。韓朝高官上周五在印尼峇里島的努沙杜瓦舉
行會談。 ■共同社

美朝紐約重啟磋商

英國威廉王子的妻子
凱特(見圖)及其家人，
或成為電話竊聽醜聞的
最新受害者。據報凱特
的私人銀行帳戶，曾遭

《世界新聞報》僱用的
私家偵探入侵，英王室
未證實事件。

針對英國王室成員遭
電話竊聽的最新調查結
果顯示，案件範圍比現知更廣泛，牽涉更多人，
而且內情更複雜。除了威廉王子、哈里王子及3
名王室助手外，還包括凱特及其家人，以及許多
王室家族成員。王室人士證實，警方最近曾接觸
王儲查爾斯夫婦，並聯絡另外一些王室成員，通
知他們的電話留言曾被竊聽。■《星期日電訊報》

繼威廉王子大婚
後，英國王室再添
喜事。英女王伊利
沙伯二世的外孫女
扎拉公主，將於周
六與英格蘭欖球隊
隊長廷達爾拉埋天
窗。雖然是王室辦
喜事，但一對新人
的 婚 禮 將 一 切 從
簡 ， 全 程 保 持 低
調，有別於表弟威
廉王子婚禮的豪華盛況。

平民公主蘇格蘭成婚
30歲的扎拉是安妮公主與前夫菲利普斯上尉

所生，亦是英國王位第13位繼承人。這對準新
人將於周五晚在退役的王室遊艇「不列顛尼亞」
號上設私人婚宴，打算只邀請親友出席，不對
外開放，翌日將在愛丁堡Canongate Kirk教堂舉
行婚禮。

扎拉和廷達爾均為運動健將，兩人在2003年
悉尼欖球世界盃邂逅，經哈里王子介紹而相
識，男方去年底在英格蘭西南部格洛斯特郡的
寓所中，以自己設計的鑽戒向扎拉求婚成功，
在今年初宣佈訂婚。

傳媒報道，哈里王子雖然為扎拉和廷達爾牽
紅線，但一對新人對這位「媒人」似乎「唔畀
面」，已告知哈里不要攜同與他拍拖6周的內衣
模特兒弗洛倫絲出席婚禮。

■《星期日郵報》/《每日星報》/
《星期日泰晤士報》/《星期日人民報》

《世界》曾侵凱特銀行帳戶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定於今天
在意大利羅馬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索馬
里饑荒危機。同時，各救援組織竭力籌
款，幫助「非洲之角」1,200萬受饑荒折
磨的災民。

潘基文促124億援災民
早前聯合國宣布，索馬里南部2個地區

的糧食危機達至饑荒程度，聯合國秘書
長潘基文(見圖)促請各國捐出16億美元(約
124.7億港元)援助災民。FAO表示，今次
部長級會議將針對逐漸擴大的饑荒問
題，希望喚起各國領袖正視，以防情況
惡化。

出席會議的包括FAO、聯合國世界糧
食計劃署(WFP)和樂施會(Oxfam)主管，還

有非洲國家吉布提、
南蘇丹、蘇丹和烏干
達的部長級官員。與
會者討論增加災區食
物供應和運送糧食到
激進組織控制的饑荒
地帶，亦會研究長遠
解決方法，例如向畜
牧業農民提供援助、
引入更能抗旱的農作物，以及採取措施
穩定糧價等。

索馬里長年內戰，加上旱災嚴重，令
糧價暴漲，餓死民眾不計其數，大批難
民逃離家園。各國組織積極救援，可是
部分地區由反政府武裝組織控制，物資
無法運抵當地。 ■法新社

聯國緊急會議 商索馬里饑荒

■有學生在白宮外示威，呼籲當權者「救救國家」，盡快達成債務上限共識。 網上圖片

埃國農地賤賣大鱷 每英畝8元
在受饑荒打擊的非洲國家埃塞俄比亞，政

府將數百萬英畝的耕地，以每英畝不足8港
元的賤價售給外國投資者，包括英、美兩國
的對沖基金，聲稱此舉可解決國民溫飽問
題，實際上卻是住在當地的居民被趕走，新
地主更切斷他們的水源。

已售700萬英畝 使用權100年
據美國加州環保智庫「奧克蘭研究機構」

的報告指出，埃塞俄比亞政府至今已售出
700萬英畝土地，另有逾750萬英畝土地待
沽，包括耕地、草原、森林和濕地，以低至
每英畝1美元（約7.8港元）出售100年土地使

用權。報告指出，許多最大宗土地交易，都
有來自英美的對沖基金參與。

交易無王管 農民遭剝削
報告還稱，許多土地買賣交易都欠缺監管

和透明度，涉嫌侵犯當地農民的權利。奧克
蘭研究機構總監米塔爾說︰「許多土地交易
都提供很少職位給農民，更將數以千計農民
趕離土地。」

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為引入外國投資辯
護，指這是國家脫貧的最好方法。他表示，
該國土地可種植小麥以至茶葉和咖啡豆等農
作物，歡迎外國投資者到來。該國農民則聲

稱，政府將保護投資者利益和權利放在首
位，本地社區利益往往被忽視。

■《星期日泰晤士報》

美國債務談判陷入僵局，總統奧巴馬昨日與國會領袖會談50分

鐘，盡最後努力避免債務違約。國會亦加快討論減赤計劃，期望

在今日亞洲股市開市前「有明顯進展」，穩定投資者信心。

美國芝加哥由前日傍晚至昨日清晨共發生14宗槍
擊事件，造成4人死亡，13人受傷，警方正調查案
件細節，尚未抓到任何相關嫌疑人。此外，美國前
日一天內發生2宗槍擊案，其中在得克薩斯州大草
原城，一名槍手在溜冰場內參加生日會期間突然開
槍，造成至少6人死亡，3人受傷，死者包括槍手
妻。同日下午，華盛頓州西雅圖以南亦發生槍擊事
件，至少11人受傷，傷者暫無生命危險。

連環槍擊 6死14傷
警方稱，一名持槍男子參加大草原城一溜冰場內

舉辦的生日聚會，約晚上7時突然拔槍掃射，當場
打死5人和打傷至少3人後飲彈自盡。參加聚會的既
有成人，也有兒童，傷者目前在附近醫院接受治
療，傷勢未明。警方稱，槍手可能是參加生日聚會
的一名客人。

華盛頓州槍擊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約下午4時15
分，肯特縣消防局新聞發言人奧哈斯對當地媒體表
示，當時太平洋高速公路南向23200街區的停車場，
正舉行一個有數百人參加的小型車展和音樂會，其
間有人開槍，現場一片混亂。傷者被送往醫院。目
擊者說，現場有人對一名車主的愛車表示鄙夷，一
些人開始爭論，有人隨後拔槍射擊，然後駕車逃
走。警方正追尋一輛84年的淺綠色汽車，相信疑犯
與這輛車有關。

■法新社/中通社

面對美國一旦違約及信貸評級被
調低，可能引發像雷曼倒閉後

的混亂局面，華爾街大行等美國企業
已擬定應急措施，將衝擊減到最低。
經濟學家警告，若未能趕及下月2日完
成立法程序，會為全球金融市場帶來
災難性影響，拖累美國經濟再陷衰
退，導致失業率飆升。

據報道，奧巴馬在會議上神情冷
漠，共和黨籍眾議院議長博納、參議
院民主黨領袖里德分別坐在其兩側，
與會者還有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
西、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及副總
統拜登。會議只持續50分鐘，未知是
否有任何進展。據悉，奧巴馬與國會
領袖在香港時間今晨3時再會面，檢討
最新情況。

里德稱，他們正尋求延長債務上限
最少至明年底，即總統大選之時。麥
康奈爾表示，國會領袖將擬定新計劃
防止債務違約。被問及能否在今日前
準備好框架協議，佩洛西稱希望如
此，指協議絕非短期計劃，會繼續就
長期計劃談判。

蓋特納︰債限須提高18個月
美國財長蓋特納稱，現時最重要是

解除未來18個月的債務違約危機，承
認兩黨的討論「有點過火」，他認為要
擱置一切政治爭議。共和黨參議員科
伯恩估計，新債務上限只可應付短期
壓力，奧巴馬別無選擇下唯有被迫簽

署協議。
里德前日指共和黨將美國推至「違

約邊緣」，警告美國一有風吹草動，便
會為全球市場帶來不穩定因素，美國
信貸評級更可能被調低，民主共和兩
黨是時候合作。

白宮引述奧巴馬稱不接受短期方
案，指出若美國經濟在數月後再陷危
機，才再為債務上限僵持不下，是極
不負責任的做法。

商10年削支31萬億
有共和黨領袖的助理透露，議員正

擬定未來10年減赤3萬億至4萬億美元
(約23.3萬億至31.1萬億港元)，但該黨高
層稱未定下確實數字，現時亦不清楚
計劃是否包括奧巴馬要求的加稅措
施。佩洛西斥責共和黨為保障美國2%
最富有一群的利益，置其餘98%民眾
生死於不顧。

共和黨領袖期望在香港時間今晨4時
就提高債限取得「明顯進展」，同日公
布立法細節，以穩定持有大量美債的
亞洲投資者信心。據悉博納承諾「真
正削支」能為華府帶來「可持續」的
財政前景，他稱提高債務上限及推行
改革要分兩階段進行，不可能一步到
位，而減赤及加稅仍在議程之列。蓋
特納稱，他難以想像美國無法履行償
債義務，深信最終可就債務問題達成
協議。 ■美聯社/法新社/

路透社/《紐約時報》/英國廣播公司

■得州溜冰場發生槍擊案後，警方到場調查。 路透社

■醫護人員從華盛頓州槍擊現場抬出一名傷者。
網上圖片

■(左至右)博納、奧巴馬和里德準備開會討論債務上限。 法新社

■索馬里饑荒，兒童嚴重營養不良。美聯社

■廷達爾(左)和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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