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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計劃」談不攏 美削赤談判或破裂
美國國會（見圖）跨黨派「超級委員會」的
削赤談判仍無明顯進展，距離共識遙遙無期，
多個「B計劃」未能得到兩黨議員支持，據稱成
員最快今日宣布談判失敗。國會議員將有兩條
路選擇，倘延續入息稅減免及失業救濟金，會
使國債增加至少1,600億美元(約1.2萬億港元)；
但如不延續，便可能使明年經濟增長減少2%，
或會使美國再陷衰退。
削赤委員會須在當地時間周三達成協議，但
實際上須在今天達成，否則國會沒有時間通

過。消息透露，共和黨成員前日召開早會，但
無公開討論內容。民主黨方面，6名成員只進行
私人對話，暫未計劃舉行小組會議。共和黨參
議員凱爾前日表示，難以界定何謂頭號妥協事
宜，指無人會在半夜三更半途而廢。6名委員會
成員昨日罕有現身電視政治清談節目，一反保
密常態。

失業者恐每周失2305元援助
倘協議未通過，國會將於2013年自動削赤，

但在未來一年兩個支出項目勢必再帶來連場爭
拗。首先是年底到期的2%入息稅優惠，去年有
1.21億個家庭受惠，總統奧巴馬期望再寬免多
1%。其次是失業救濟金，倘若不延續會使明年
逾600萬人每周損失296美元(約2,305港元)援助。
經濟學者普遍認為，失業者短時間內會花掉
到手的救濟金，是刺激經濟的有效途徑之一。
摩根大通經濟師稱，如不延續兩個項目，明年
經濟增長或減少2%。
■美聯社/《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

辣手打壓示威 校園強行拉人

美警胡椒霧噴喉驅學生
美國警方近日向各地「佔領華爾街」運動施

睇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6AdDLhPwpp4

壓，有示威者轉往大學紮營，期望號召更多人
繼續抗爭。警方上周五在戴維斯的加州大學校
園與示威者對峙，其後突然近距離施放胡椒噴
霧，強行將他們帶走。片段上載至YouTube後
引起強烈反響，外界要求校長引咎辭職，並促
請警方盡快展開調查。

報 威者手牽手坐在地上拒絕離開，警員無事先警告下

道稱，警方要求清走在校園平台上約25個帳篷，示

出動橙色胡椒噴霧，不少人「中椒」後留在原地，警方於
是展開行動拘捕10人，當中9人是學生。
有圍觀群眾大喊「以你為恥」
。事發後有10多段短片被
上載至網站，其中1段點擊率逾20萬，而「胡椒噴霧」前
日下午一度成為美國Google網站熱門搜尋關鍵字。
加州大學校長卡提希前日發聲明稱，事件令人心寒，對
此深感難過。被問及有教職員要求她問責下台，她稱現時
辭職不太合適。

■有人被按在地上，近距離「食椒」
。

美聯社

示威者揚言法律追究
警方發言人表示，在場警員被示威者包圍，在「無路可
逃」的情況下，故出動胡椒噴霧。然而綜合多個片段所
見，警員一直在範圍內自由走動，示威者表現克制。校方
亦無收到任何示威者的暴力報告。示威組織指，有警員甚
至向 學生喉嚨噴灑胡椒噴霧，示威者揚言採取法律行動
追究。
■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星期日郵報》

■學生的臉被染成橙色。

網上圖片
■警員用胡椒霧對 頭噴，學生僅用衣服遮擋，沒有反抗。

「劊子手」遭起底 手機留言逼爆 戴

金融業傳擲662萬 抹黑「佔領」
「佔領華爾街」行動擾攘多月，矛頭直指商界貪婪。美
國全國廣播公司報道，一個跟美國金融業界有聯繫的游說
集團向美國銀行協會(ABA)提出85萬美元(662萬港元)秘密
計劃，抹黑「佔領」活動，並打擊支持活動的政客。

憂共和黨不再偏袒華爾街
合共4頁的備忘錄信紙頂端印上華盛頓知名游說團體
Clark Lytle Geduldig & Cranford(CLGC)，內容提議客戶
ABA對「佔領」行動及其支持者展開60天的「敵對調
查」
，分析行動資金來源，調查組織者背景，讓華爾街企
業準備就緒，利用相應的媒體活動，編造示威者及支持他
們政客的「負面敘述」
。CLGC警告，示威行動會削弱民
主共和兩黨對華爾街的支持，並表明來年大選的結果會對
金融業界產生重大影響。CLGC指，奧巴馬連任成功並非
最大威脅，共和黨也「跳船」不再偏袒華爾街，才是銀行
業的大災難。
■路透社/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每日郵報》

■幾名學生被強行帶走。

如果說英超最佳球員不是曼聯前鋒朗尼（右
圖）
，而是今季「升班馬」史雲斯的中場球員高
維華(Mark Gower)，相信絕大部分球迷都不會接
受。然而這並非冷笑話，而是得到球賽分析公司
的精密數據證明。這些科學化數據分析鉅細無
遺，不但成為球隊領隊評估球員真正價值的指
標，更徹底改變球員調動、買賣的依據，頂級球
會曼城及車路士就向科學部門投資過百萬英鎊。

網上圖片

校長被困3小時

■加州大學校長卡提希備受下台壓力。

英超最佳球員
升班馬中場勝朗尼

■史雲斯中場高維華

授布朗透露，1名學生因吸入
過多胡椒噴霧，事發後45分鐘
仍在咳血。上司斯皮庫扎力撐
派克做法無問題，指當時示威
者人數可能急升至200人，被
包圍的下屬只是履行職責，對
他們的表現感到驕傲。

Prozone是其中一家數據
分析公司，它在每場英超
賽事都用攝錄機追蹤場上
每位球員的表現，其動
作、跑動距離、快跑速度
以至防守定位都一覽無
遺。球隊會在每場球賽完
結後，到Prozone網頁下載
有關Excel試算表或短片。
Prozone分析球員表現，和傳統認知不同。例
如看球員有多勤力，不但看他的跑動距離，而是
看能以最高速度(如每秒至少跑22呎)之下跑了多
久，亦研究球員共製造多少入球機會、成功傳球
百分率以及快跑後體力恢復速度。

高維華創入波機會 每場逾3個
精密分析之下，往往得出和球迷不同的結論，
例如32歲的高維華，數據指他今季平均每場製造
了3.46個入球機會，比朗尼、C朗拿度和美斯還
要多。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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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大學警方以胡椒噴
霧清場掀起爭議，擔任「劊子
手」的中尉派克（見圖）一夜
間千夫所指，外界要求革職的
聲音不絕。有網民即時發動人
肉起底，將其個人資料公開，
他的手機擠滿來電，留言信箱
迅即爆滿。
報道稱，有兩名示威者「中
椒」後仍需留醫，大學助理教

外界矛頭亦指向邀請警方介
入的校長卡提希，她前日在校
內舉行記者會期間，遭數百名
示威者包圍大樓抗議。不少人
不滿校方無事先通知記者會地
點，亦禁止學生入內參與，深
感憤怒。警方原先為卡提希開
路，但她選擇留在大樓，3小
時後待示威者稍為退到遠處時
才離開。
■綜合報道

室內桃源

「冰山大宅」包括
冰山大宅」包括 霍蘭公園 海德公園
9間豪華地下套房。
上菲利莫爾花園
哈默史密斯
約1公里

地下沙灘連泳池，
搖身變成假日度假
勝地。

室內泳池見怪不怪，但室內沙灘可謂極盡奢華。英
國倫敦西部的肯辛頓有豪宅發展商一擲千金，計劃在
地窖興建室內沙灘，任憑室外風吹雨打，亦不會破壞
度假心情。若地窖沙灘的計劃申請被接納，預計這個
倫敦最貴地段會有過半豪宅成為「冰山大宅」
，即地下
室面積遠超地面樓層。
發展商計劃建造3層樓高的地下度假天堂，總面積達
7,000呎。當中包括供人閒坐聊天的「沙灘」
，俯瞰36呎
泳池，旁邊有按摩浴池、蒸氣房、桑拿房及更衣室。
這個地下世界另有9間房，設施應有盡有，包括健身
房、戲院、客套房、書房、飯廳、藝廊及員工宿舍。
發展商同時在鄰戶興建奢華地下室，當中包括酒
窖，鄰接品酒室，當然少不了遊戲室及游泳等娛樂設
施。當地幾乎家家戶戶都興建了地下室，奢侈如汽車
升降機亦有，讓主人直接駕車入車庫，再降至2層樓低
的地下室，享用私人池邊酒吧。 ■《星期日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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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駕駛電腦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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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與前方汽
車距離

戴維斯分校創校超過
100年，在加州大學的10
所分校中，校園面積最
大。根據《美國新聞及
世界報告》的大學排
名，該校在全球排第101
位，而在美國公立大學
排第9位。在校大學生、
碩士生與博士生3萬多。
戴維斯分校是世界農
業與環境科學研究和
教育中心，其農業與
環境科學相關的學科
包括植物科學和動物
科學等，都在全美大
學排名前10位。戴維斯
分校目前收錄的中國留
學生超過500人。在今年
新學期，約有120名學生
來自香港。
■綜合報道

行人：
車內鏡頭掃描行
車內鏡頭掃
人路及馬路，偵
測是否有行人進
入車輛駕駛路徑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GPS)：
協助定位，而電腦
系統會分析彎位等
前方道路特徵

鏡頭亦會掃 路面
鏡頭亦會掃描路面
上白色行車線及其
他特徵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無人駕駛」的汽車雖一
直停留在測試階段，但距離面世已不遠。知情人
士透露，平治將最快2013年推出具無人駕駛功能
的新款汽車，汽車配備感應器監察與前方的距
離，而電腦系統亦會分析道路特徵，確保行車安
全。
業內消息指出，新一款平治S級轎車將加入無
人駕駛功能，啟動後時速最高為40公里，在道路
擠塞時將大派用場。平治暫未透露詳情，只稱所
有無人駕駛系統的元素已齊備，現在要用適當方
法將它們拼湊在一起。
世界各地車廠亦磨拳擦掌，紛紛進行相關測
試。中國國防科技大學自主研製的紅旗HQ3無人
車，今年7月由長沙至武漢進行286公里長程高速
無人駕駛實驗，其間曾超越67架車。Google亦協
助日本豐田車廠Prius型號測試逾1,600公里。
■《星期日泰晤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