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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特納施壓無效 歐美關係緊張 歐盟財長會場外
4萬人示威反緊縮

歐盟財長前日起於波蘭舉行非正式會議商討歐
債危機，獲邀出席的美國財長蓋特納在會上施
壓，要求加大歐洲金融穩定措施(EFSF)力度，但
其態度引起歐盟不快，歐元集團主席容克直言歐
盟不會與非歐元區國家商討EFSF問題，顯示歐
美關係緊張。

要求擴大援助機制規模
這是首次有美國財長出席歐盟財長會議，蓋特

納在會上稱，若歐洲各國不消除分歧，歐債危機
將出現「災難性」風險，呼籲歐洲擴大4,400億
歐元(約4.73萬億港元)EFSF的規模。然而，容克
明言，歐盟在財政刺激措施上與美國看法有出
入，沒減稅或增加開支的空間，並強調擴大
EFSF是歐元區內部事務，拒絕他國插手。
奧地利財長費科特在會後透露，蓋特納的態度

令人不快，歐洲經濟基本面優於美國，美國「教
訓」歐洲是難以接受。德國財長朔伊布勒亦強
調，單靠納稅人不能解決歐債危機，德國不能無
限制動用納稅人金錢。朔伊布勒再次提議徵收全
球金融交易稅，但遭蓋特納嚴詞拒絕。
美國財政部前晚發表聲明，企圖淡化歐美爭

議，聲明稱蓋特納鼓勵歐洲盟友果斷、一致行
動，並沒提倡或反對任何政策；蓋特納只是就歐
洲政府如何加強援助火力「提出想法」。
波蘭財長表示，歐盟同意收緊預算規則，懲罰

債台高築的成員國，意味各國願意放棄部分主
權，提升市場對歐洲的信心。會議實質進展有
限，希臘新一期援助貸款亦需待下月決定，芬蘭
與希臘的貸款抵押問題仍陷膠 。歐洲央行執委
會成員帕拉莫昨日表示，希臘債務危機對歐元區
不構成威脅，將其剔出歐元區亦說不通。

歐盟新金融交易稅現分歧
歐洲央行昨日亦為歐元區處理公共財政的能力

辯護，行長特里謝稱，歐元區經濟較全年財赤水
平只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5%，好過其他發
達經濟體的約10%，反諷蓋特納沒資格說三道
四。
歐盟財長在會上未能就金融交易稅達成共識，

法國及德國支持，但英國及美國反對。
■法新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每日電訊報》

歐盟財長昨日舉行第二日會議，歐盟27國的工會在會場外舉行反緊縮
示威，超過4萬人參與，迫使與會部長縮短議程，提早離場。

希臘商人引火自焚
較早前，希臘一名商人在該國北部城市企圖自焚(見圖)。該名55歲商人

聲稱自己債務纏身，於是在一間銀行分行外把汽油倒向胸前，點火自
焚，在場警員立即向他噴射滅火噴霧，他胸部燒傷送院，無性命危險。
警方稱，這次已是他第3次自焚。 ■法新社/《每日郵報》

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

起北非及中東反政府示威潮，如

今終於席捲美國？非牟利雜誌網

站Adbusters在網上發起「佔領

華爾街」活動，號召兩萬人在紐

約曼哈頓紮營靜坐，並設立「和

平路障」，聲討導致經濟危機的

金融界「罪魁禍首」。據稱，全

球74個城市亦會有人示威響

應。

A dbusters號稱全球讀者逾10萬
人，其抗爭行動早在7月展開，

包括在網上召集民眾在曼哈頓遊
行，然後在紐約交易所外靜坐，就
像埃及民眾佔據開羅解放廣場表達
訴求一樣。著名黑客組織「匿名者」
上月亦曾推出短片，呼籲支持者參
與示威。

74個城市同步示威
「佔領華爾街」活動定於當地時

間昨日中午舉行，目標是促請總統
奧巴馬成立專責委員會，以終結
「金錢對華盛頓代表的影響」。據
稱，Adbusters亦會在全球74個城市發
起同步示威，包括馬德里、米蘭、
倫敦及巴黎。
雜誌總編輯拉森指出，導致金融

海嘯的金融界高層至今仍未受法律
制裁，美國經濟亦越顯不對勁，一
眾同事均感到不滿。

提醒華府調整政策
他認為須發動革命，提醒華府官

員調整政策，令經濟重回正軌。拉
森強調活動將帶來正能量，並非像
茶黨掀起無窮無盡的爭拗，又聲言
希望最終有9萬人參與。
拉森表示，活動不能與上月倫敦

騷亂相提並論，形容「甘地式」和
平抗爭將是成敗關鍵，但坦承聚集
者眾，恐難控制場面，在街頭紮營
及設置路障亦可能違法。活動發起
人之一的喬波稱，99%美國打工仔
為1%商家而工作，他期望活動能帶
出「民主不是企業式統治」的訊
息，若民眾安於被漠視訴求「大可
不來」。紐約市長彭博上周四表示，
民眾有權抗議，當局會確保為他們
提供場地。紐約警方亦已隨時候
命，慎防出現突發事故。

■彭博通訊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瑞士銀行「魔鬼交易員」阿多博利進行瘋狂交

易，估計拖累瑞銀損失20億美元(約155.8億港

元)，他前日被控3項欺詐及偽造帳目罪，其中一

項可追溯至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反映瑞銀或長

期對違規行為懵然不知。英國及瑞士金融監管機

構已就事件展開獨立調查。

31歲的阿多博利前日在倫敦法院出席聆訊，他

被控一項濫用職權欺詐及2項造假帳罪。其中一

項造假帳罪追溯至2008年10月至2009年12月，

涉案時間較外界預料更長；另一項造假帳罪在去

年1月至今年9月期間發生，兩罪均涉及偽造交易

所買賣基金(ETF)帳目。

聘霸菱案律師辯護
控詞指阿多博利不誠實濫用職權，企圖獲取自

身利益，令瑞銀蒙受損失或面臨損失風險。阿多

博利在庭上神色凝重，自報姓名、地址及出生日

期後，一名法院職員遞上紙巾，讓他抹掉眼淚。

他被還押監房，下周四再審。

阿多博利聘請了曾替「霸菱案」辯護的

Kingsley Napley律師樓替其辯護。1995年，英國

霸菱銀行新加坡交易員「神奇小子」利森因為非

法炒賣期貨，造成14億美元(約109.1億港元)虧

損，導致這家有223年歷史的銀行倒閉，利森最

終被輕判監禁3年半。

英國金融監管局(FSA)及瑞士監管機構FINMA

已委託第3方獨立機構調查今次事件，3大評級機

構亦警告瑞銀風險管理過鬆，可能導致降級。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英國《金融時報》/

《華爾街日報》

流氓交易持續3年瑞銀高層竟不知

美國洛杉磯
移民局當局日
前逮捕兩名華
裔男子，指他
們涉及偽造文
件、申請虛構
政治庇護等重
罪。事件涉及
逾840宗華裔以
假政治庇護騙
取綠卡案，是
當局迄今破獲

的最大宗假庇護案。
聯邦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國土安全調查局、聯邦公民與移民服務

局和全國安全部門加州分部10多輛警車和警員，上周三封鎖聖蓋博
市一家移民中心(見圖)，展開逾3小時搜查行動，搜獲大量已填好
的政治庇護申請表、中國大使館及領事館偽造印章、財務報表及部
分偽造文件。

早在2009年，調查人員已對移民中心生疑。經30個月監視，調查
員發現許多申請人的政治庇護理由如出一轍；該移民中心還「詳細
指導」申請人如何行文，以使「受迫害事實看來更可信」，還有
「應戰錄音帶」，指導申請人準備面試，應付移民官問題。

為逾840華人申請綠卡
執法部門同日逮捕47歲的馬浩仁(譯音)及55歲的董明漢(譯音)，指

該華裔移民法律中心過去10年為逾840名華人申請政治庇護綠卡，
每宗收取3,500至6,500美元(約2.73萬至5.06萬港元)。二人被控「移民
福利欺詐」及「冒名代人申請政治庇護」，若罪名成立，最高可分
別判監15年。
在申請文件中，嫌犯聲稱「庇護者」因信仰基督教而受迫害，逃

離中國，但文件顯示，部分申請人表明佛教徒身份，但兩名嫌犯
「建議」申請人改信基督教，才能更易通過審查。

警方同日搜查一棟兩層高家庭旅館及附近一所華裔職業介紹所。
據悉移民中心與家庭旅館、職業介紹所關係千絲萬縷，甚至提供
「一條龍」服務。 ■中新社/美國《世界日報》

泰國南部前晚發生3宗連環炸彈襲擊，
導致4死110傷，死者包括馬來西亞遊客，
一家中泰文化中心被炸毀。泰國政府表
示，政府近期準備嚴打毒品，或引來非
法毒品集團不滿，向遊客出手報復。
爆炸發生於鄰近大馬邊境的那拉提瓦

府同一條街上，一架停泊在中泰文化中
心外的電單車最先爆炸，其後兩家酒店
外的電單車及汽車亦相繼爆炸。
3名大馬旅客，包括一名3歲男童，以

及一名泰國人死亡。當局稱部分傷者情

況嚴重，有人斷肢或燒傷，亦有人被炸
彈碎片炸盲右眼。當局指附近多處地點
也發現可疑包裝與炸彈，其後被成功拆
除。警方表示，武裝分子或以外國遊客
為目標。
有評論認為，泰南襲擊事件在總理英

祿上台後不減反增，英祿指不應過早下
結論。自2004年初以來，泰國南部分離
主義武裝分子活躍，經常策動爆炸及綁
架等暴力活動，至今已造成4,000多人喪
生。 ■法新社/路透社

3年前希拉里
(見圖)錯失當上
美國首位女總統
的機會，在民主
黨總統提名戰中
成為奧巴馬手下
敗將。但如今
「風水輪流轉」，

根據彭博全國調查最新結果，希拉里獲2/3
受訪美國人支持，壓過排第二的奧巴馬，
成為美國當前最受歡迎的政客。

34%悔當年選錯總統
希拉里受到不同年齡層的人歡迎，當中

65歲以上得分最高。另外9成民主黨人偏好
希拉里，35%共和黨人和63%獨立選民亦

表支持。對奧巴馬而言，相信最糟糕的消
息是有34%受訪者後悔當年沒有選希拉
里，並認為如果由她當上總統，美國現在
會更好。
只有50%受訪者最喜歡奧巴馬，不過有

趣的是，調查中奧巴馬唯一得分高過希拉
里的，正是外交政策及反恐問題，偏偏這
些都與後者有關。希拉里早前已表明無意
在明年初選中挑戰奧巴馬，又說當國務卿
最大的好處是脫離政治。
雖然希拉里不會參選，但奧巴馬仍受到

各路人馬挑戰。42%受訪者較喜歡共和黨
提名初選參選人羅姆尼，直迫奧巴馬。共
和黨籍眾議院議長博納排行第4，另一名初
選參選人得州州長佩里緊貼其後，支持率
達32%。 ■《每日郵報》

聯合國大會前日以大比數通過，承認利
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成為該國於聯合
國的合法代表，安理會亦通過決議，設立
為期3個月的利比亞支援特派團。中國常駐
聯合國代表李保東發言時，重申須盡快恢
復利比亞穩定，尊重利比亞人民的意願及
選擇，並促進民族和解。
決議投票前，部分拉美國家反對「過渡

委」獲聯合國合法席位，安哥拉代表亦以
非洲聯盟未承認為由，要求押後表決，但
動議被否決。安理會前日亦解除對利比亞
的制裁，包括央行、國營油公司及投資管
理局等重要機構，以便利國在戰後盡快恢
復。目前約90多個國家承認「過渡委」。

北約空襲蘇爾特354死
利比亞戰事方面，「過渡委」部隊繼前

日全面佔據蘇爾特機場後，昨日與卡扎菲
殘餘部隊展開激戰。米蘇拉塔軍事委員會
指揮官吉哈表示，有情報顯示蘇爾特逾半
居民已撤離，但卡扎菲殘餘部隊仍負隅頑
抗。另外，「過渡委」部隊在沙漠城鎮拜
尼沃利德遭卡扎菲軍反撲。
卡扎菲發言人昨日聲稱，北約連夜在蘇

爾特空襲，擊中兩座民居及酒店，造成354
人死亡，近700人受傷，尚有89人失蹤。由
於當地通訊中斷，外界尚未能證實消息。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中新社

泰南連環爆炸4死 毀中泰文化中心

希拉里膺美最受歡迎政客

聯國承認「過渡委」特派團援利比亞

■阿多博利出席倫敦聆訊時面露笑
容。 美聯社

■網上發起
於9月17日

「佔領華爾
街 」 的 海
報。

網上圖片■雅典示威者舉標語，要求民眾抵制銀行交易。 路透社
■紐約證交所預計受到示威波
及。 資料圖片

■中泰文化中心被炸毀，門前散布殘骸。
路透社

■歐元集
團主席容
克 ( 右 ) 聆
聽蓋特納
( 左 ) 發
言。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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