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責任編輯：曾綺珺 2012年7月3日(星期二)

率49人退黨另起爐灶 衝擊管治威信

日迎「節電之夏」爭議聲中重啟大飯核站

熱浪襲多國 西國旅遊區山火燎原伊朗：以國倘施襲 將從地球上消失

評級機構穆迪上月一次過調低全球15家
大型銀行的信貸評級，引起各界非議。英
國《金融時報》昨報道，歐洲證券及市場
管理局(ESMA)已 手調查標準普爾、惠譽
及穆迪三大評級機構，對銀行的評級方
式，了解過程是否嚴謹及透明，料於年底
前完成。

冀「符經濟邏輯」標普歡迎
ESMA主席邁耶爾稱，評級機構「一刀切」

降級使市場近年甚為波動，令外界質疑相
關工作「不夠專業」。他強調銀行評級絕不
能兒戲，因會波及主權評級及政府債券；
而ESMA無意影響實際評級，只要求有關機

構作決定時「合乎經濟邏輯」。
成立不足兩年的ESMA從未採取強制行

動，且一直資源緊絀，其信貸機構部門年
底才有望增至20人，以監管17家評級機
構。邁耶爾表示，ESMA正採取風險為主的
策略，今年先集中監察評級機構對銀行的
評級情況。

標普歡迎ESMA加強監察，認為自身一向
在歐洲銀行評級違約風險「提供良好訊
號」。惠譽及穆迪則拒絕置評。

■英國《金融時報》

質疑降級欠專業 歐盟查三大評級機構

日本執政民主黨上台不足3年終告分裂，

元老小澤一郎與副黨魁山岡賢次，昨日率領48名黨議

員集體退黨，以示不滿首相野田佳彥強推加稅案。小澤本周內

將另組新黨，拉攏其他黨派加入，期望在國會提出內閣不信任動議。分

析認為，小澤此舉猶如投下「政治炸彈」，民主黨雖勉強保住眾議院多數優

勢，但野田威信大受打擊，可能要提早大選。

野田提出增消費稅以來，民主黨

內意見分歧。小澤派議員認

為，此舉違反民主黨「不加稅」的

競選承諾，亦加重中小企及民眾負

擔。支持聲音則指，日本養老及醫

療保障基金持續虧損，加稅填補

赤字屬迫不得已。

退黨潮頭炮
鳩山黨員資格停

眾議院上周通過增加消費稅

法案，57名民主黨議員投下反

對票，小澤派獨佔46人。報道

稱，野田原定昨午出席黨領導

會議，研究處分安排。但小澤

先發制人，昨早與支持者商討退

黨及組黨事宜，親信山岡賢次更

提交40名眾議員及12名參議員

的退黨申請，當中2人其後

否認退黨。消息透露，

退 黨 潮 陸 續 有

來。

有民主黨高層稱，退黨申請上無註明日

期，確認需時。前首相兼創黨人

鳩山由紀夫則被「暫停黨員資

格」，意味失去黨內選舉及被選

權。

倘多4人請辭
難阻不信任動議

民主黨聯同國民新黨本在眾議院佔292

席，暫保執政優勢，若最終逾54人退黨，

民主黨將無法否決內閣不信任案；若逾19

人退出參議院，參院最大黨更被自民黨取

代。自民、公明兩黨已計劃在參院通過加

稅案後，要求解散眾院提前大選，估計國

會會期於9月8日結束前，朝野勢必展開激烈

交鋒。

小澤是前首相田中角榮的得意門生，

2003年加入民主、自由兩黨合併而

成的民主黨，退黨後將第4次籌

建新黨。

■日本新聞網/共同社/

路透社

踏入夏季，歐美多個地區氣溫高達
攝氏40度，其中西班牙發生10年來最猛
烈山火(見圖)，熱門旅遊區巴倫西亞西
部備受威脅，當地大火燒了3天仍未受
控，已焚毀約4.5萬公頃樹林，最少
2,000人緊急疏散，預料將對旅遊業造
成沉重打擊。

意男屋頂乘涼跌死
意大利部分城市氣溫同樣高達攝氏

40度，預料酷熱將持續10天。早前受地
震影響的意北情況尤其嚴峻，萬多名
災民棲身臨時帳棚，因通風不良、隔

熱效果差，棚內溫度甚至高達攝氏50
度。即使民防局在帳棚內加裝冷氣，
亦只能降至30度。
意南部城市拿坡里垃圾堆積如山，

天氣炎熱更造成火災；東部貝斯加拉
氏一名工人為乘涼爬上屋頂睡覺，不
慎從屋頂摔死。

華盛頓停電一周
美國東部地區受熱浪和強烈暴風雨

侵襲，首都華盛頓、弗吉尼亞州和馬
里蘭州數十萬戶停電。負責華盛頓供
電的Pepco公司前日表示，需一周才能

完全恢復供電，惹民眾不滿。當地仍
有電力供應的大賣場、加油站都擠滿
涼冷氣消暑的民眾。

■《每日郵報》/中央社

世界最長鋼索斜拉橋 俄遠東揭幕
位於俄羅斯遠東地區、全長1,104米的

世界最長鋼索斜拉橋(見圖)昨日啟用，由
俄總理梅德韋傑夫親自主持開幕禮。當局
期望將該地區打造成「俄版三藩市」，以
吸引外資。
該跨海大橋連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

崴)至俄羅斯島，後者為9月亞太經濟合作
組織(APEC)峰會的主辦地點。梅氏表示，
當地近年大興土木，明顯與APEC峰會有
關，但大橋卻是為當地居民打造。
俄政界人士一直憂心遠東地區人口及生

產規模日益縮小，會令俄國終有一日被迫

放棄遠東。當局在建造大橋期間曾遇上不
少問題，如成本超支及建築期間發生大
火。 ■法新社

歐盟對伊朗原油的禁運令前日生效，旨在打擊
伊朗經濟，迫使其停止核活動。路透社說，以色
列表示，如外交手段無法迫使伊朗放棄核計劃，
便可能襲擊伊朗。美國也表示，軍事手段將作為
迫不得已的備選，但多次勸諭以國等待制裁生
效。伊朗同日宣布將進行導彈測試，更威脅稱，
如以國膽敢襲擊伊朗，會令對方「從地球上消
失」。

試射導彈 阻美軍事援以
原油禁令生效同日，伊朗宣布本周將進行為期

3天的導彈測試，襲擊模擬空軍基地，為「堅決
對抗霸權，且將果斷和強烈回應任何邪惡行
為」。他稱，該國打擊海灣地區美軍基地的能
力，能在美國為以國提供支持時保護國家。
國際能源總署(IEA)表示，伊朗5月原油出口或

下挫至每天150萬桶，較伊朗自稱每日海外銷量
達210萬至220萬桶相差甚遠。伊朗石油部長加塞
米試圖淡化原油禁運令，稱是數十年各種無效制
裁中的最新一波。但原油市場觀察組織和分析師
表示，原油禁令和美國上周四實施的金融制裁正
傷害伊朗主要原油出口商。 ■綜合報道

日本除沖繩外，自昨日起進入第二個「節電之夏」，
節電期將持續至9月28日，範圍亦較去年廣泛。政府要
求各地在可承受範圍內採取節電措施，企業紛紛關閉自
動售賣機、車站延長列車間隔時間，家庭亦減少使用家
電。關西電力有發電站機組昨日故障停運，加劇供電緊
張。
共同社報道，關西節電目標是減少前年夏季用量

15%，九州則為10%，北海道與四國為7%，中部、北陸
等地區為5%。九州則由昨日至9月7日期間，於工作日
朝9晚8時段節電。而東京今年的節電措施亦較去年寬
鬆。

最快明日供電 650人抗議
而福井縣大飯核電站3號機組核反應堆於前晚重啟，是

去年3月福島核事故後首個重啟的反應堆，估計最快於明
日恢復輸電，周日進入滿負荷運轉，4號機組亦為重啟作

準備。大阪市長橋下徹重申，重啟核站僅限夏季供電高
峰期，但約650名民眾持續在核站附近抗議(見圖)。

再生能源量少
發展難見成效

日本早前為鼓勵私企發展
再生能源，提供一系列獎勵
措施，但專家認為此舉難見
成效。再生能源僅佔全國供
電量8%至9%，當中大部分為
水力發電，風能及太陽能共佔不
足1%。新法例雖向電廠提供優
惠，不過有效期只到2016年6
月，大型電廠恐缺乏時間進行
環評等工作。
■法新社/共同社/《每日新聞》

李明博嚴批 簽情報協定程序有誤

總統大選領先 墨革命制度黨料掌權

韓國總統李明博昨日嚴厲批
評政府以錯誤程序推動韓日
《情報保護協定》簽署，要求
向國會和民眾公開及詳細說明

協定內容，以消除誤會。
總統府青瓦台發言人

朴正河指，李明博昨天
上午主持首席秘書官會議

時，嚴厲批評國務會議秘
密批准簽署協定。李明博
稱，協定須充分收集意見，國
務會議才可處理。韓與包括俄
羅斯在內的24個國家已簽署此
協定，今後亦需與中國簽署。
韓國《中央日報》同日報道

指，韓國外交通商部高級官員

擔心成事件替罪羊，聲稱在國
務會議上秘密批准協定是「出
於青瓦台指示」，當時李明博
正訪問拉美。
韓國原定上周五與日本簽署

改名為《情報保護協定》的
《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共通朝
鮮核計劃和導彈防禦等情報。
但迫於國內強烈反對，韓單方
面推遲簽署。國務總理金滉植
發道歉聲明，稱政府將以負責
任方式處理。據韓聯社報道，
針對在野黨等要求金滉植引咎
辭職，朴正河表示，金滉植表
示遺憾並決定向國會說明。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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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
夫昨日抵達符拉迪沃斯
托克市，視察將於9月舉
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首腦會議的工程設
施。因他計劃明日登上日
俄有主權爭議的南千島群
島，日稱北方四島之一擇
捉島，出席有關運輸與基
本建設的會議，日本政府
對此表示關切。日內閣官
房長官藤村修上周已發聲
明稱，視察將破壞兩國
關係。
早在前年年底，時任

俄總統的梅德韋傑夫亦
曾到擇捉島等視察，是
俄領導人首次視察南千
島群島。 ■日本新聞網

墨西哥總統大選投票結束後，前晚公布初步
點票結果，中間偏左的革命制度黨(PRI)候選人
涅托得票38%大幅領先，左派民主革命黨
(PRD)的奧夫拉多爾則以31%排第2，執政國家
行動黨(PAN)的莫塔以26%的得票率居第3，最
終結果將在3日後公布。曾統治墨國70年，於
2000年才下台的PRI勢將回朝。

涅托宣布大勝 選民憂貪腐
初步結果公布後，涅托競選團隊宣布「大獲

全勝」；莫塔承認投票趨勢不利，但未承認落
敗；奧夫拉多爾則表示仍未放棄，等待最終結

果才能定論。即將卸任的總統卡爾德龍發表電
視講話，祝賀涅托領先，並稱會和涅托團隊合
作，保證權力順利交接。
涅托表示，當選後將履行競選承諾，深化改

革， 力促進國家經濟和就業增長，逐漸消除
貧困和不平等現象。他亦會打擊毒品和犯罪活
動，改善社會治安，促進國家石油公司Pemex
與外國投資者合作，達致勞工市場自由化。
有身在美國的墨西哥選民表示不會投票，認

為涅托與墨國最大媒體機構特來維薩電視台勾
結，幫助他宣傳，總統最後只會淪為貪腐官
員。 ■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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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小澤逼

宮，野田昨日抵

達國會時神色凝

重。 路透社

■小澤宣布退

出民主黨，更

打算提出內閣

不信任動議。

美聯社

■涅托與妻子在黨總部向支持者揮手。

法新社

小澤出走 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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