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在
重要票倉佛羅里達州拉
票，期間遇到一名「重量
級」身形、高190厘米重113

公斤的薄餅店東主范迪澤，被對方施以熊抱，將他整個人抱起(見

圖)，引起現場一片笑聲。路透社及Ipsos聯合民調顯示，奧巴馬支
持度為47%，超過共和黨對手羅姆尼4個百分點。
本身是共和黨人的范迪澤表示，上屆曾「變節」投票給奧巴

馬，今次亦堅持立場，讚揚奧巴馬令他「非常自在」。

奧寸羅姆尼計數必肥佬
羅姆尼在同日電視訪問中試圖拉攏中間選民，稱願意保留奧巴

馬的醫保改革，但無解釋新方案的資金來源。奧巴馬質疑羅姆尼未
能解釋稅務方案細節，說：「這就好像2加2等於5。他們不能解答
怎樣在不向中產階層加稅下，減了5萬億美元的稅，還可增加2億美
元的國防開支？」抨擊羅姆尼的經濟政綱空泛，與拍檔瑞安「計數一
定肥佬」。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英國旅遊雜誌《Which?》9月號選出國外十大美食之都，
西班牙北部城市聖塞瓦斯蒂安雄踞榜首，香港、巴黎及紐約

亦上榜。《Which?》表示，調查不僅考慮飲食質
素，亦視乎當地度假設施，以選出能讓遊客

大飽口福的度假勝地。
《Which?》邀請一批旅遊作家及
食評家，對每個候選地點就30

個不同範疇評分，包括食

物質素及多元性、飲食文化、食品市場及遊客印象等。發言
人表示，無論米芝蓮餐廳到街邊小食檔都會予以考量。
聖塞瓦斯蒂安結果在100分滿分中取得81分，力壓第二位

78分的東京及第三位77分的悉尼。《Which?》形容聖塞瓦斯
蒂安的美食「獨特、熱情」，走在「美食尖端」。該地區最著
名美食是Pintxos，是巴斯克版的西班牙Tapas(小食)，包括一
口就能吃下的青口、鵝肝醫配無花果及烤墨魚仔。

■《每日郵報》

十大美食之都 西市稱冠港上榜
國際新聞責任編輯：孔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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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共有4人報名，將於本月21日選舉，
當中現任首相兼民主黨代表野田佳彥(圖右)

料勝出機會甚高。由於民主黨控制的眾議
院在首相選舉中擁決定性力量，一旦野
田當選，很大機會可繼續擔當首相。另

外3人分別為兩名前農林
水產大臣赤松廣隆及
鹿野道彥，以及前
總務大臣原口一
博。
■路透社

美國芝加哥2.9萬名公立學校教師因未能與政府就薪酬與福利
等要求達成協議，昨舉行大罷工，為25年來首次，近40萬學生
受影響。雙方已就薪水、醫療福利和教師評估談判數個月，但
失敗告終。不少家長對罷工表示擔憂，紛紛尋找托兒服務。據
稱，罷工令當局需實行「臨時緊急計劃」，耗資2,500萬美元(約
1.9億港元)安排教堂、社區中心、部分學校及其他公共設施變
成臨時托兒所，照料受影響學生，令家長安心上班。
教師聯合會最初要求未來2年加薪幅度達30%，上周讓步要

求合約首年加薪19%，條件是當局需聘回部分因學校倒閉或合
併而遭解僱的教師。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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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金融大臣松

下忠洋(見左圖)昨午被發現

在東京都江東區東雲的住宅上吊

身亡，終年73歲。有關係者聲稱，現場

留有松下致首相野田佳彥、內閣官員及妻子

的遺書，警方正循自殺方向調查，暫未肯定自

殺動機。日媒報道，明日出版的日本雜誌《週刊新

潮》將刊登有關他的婚外情報道，或與其自殺有關。

金融廳表示，松下原定昨下午出席會議，
但上午突然表示「無法出席」，其後就

失去聯絡，當局遂派遣警衛及秘書到其住宅查
看。他們到達時，松下的妻子正好回家，赫然
發現松下上吊。他其後被救護車送院搶救，最
終宣告不治。

「偷食」逾20年 最近鬧分手
《週刊新潮》編輯部對松下死訊表示震驚，

並衷心表示哀悼，但拒絕評論未出版的報道內
容。據悉，報道將提及松下有一名交往20多年
的女友，指二人最近發生情變鬧分手。野田得
知死訊後，表示「對悲劇感到震驚」及「無言
以對」。上周六曾與松下見面的薩摩川內市長
岩切秀雄表示，當時松下還笑稱「我染髮後年
輕了吧」，對松下自殺感到驚訝及悲傷。

松下1939年2月生於鹿兒島，5次當
選眾議員，今年6月受野田邀請出任金
融大臣，正為10月的郵政改革作準備。
政府昨表示，財務大臣安住淳將充當金融
大臣臨時代理，出席今日的內閣會議。

出口拖累 今年恐負增長
另外，日本昨下調上季國內生產總值(GDP)

增長至0.2%，比內閣原先預期的0.3%為低。
經修正後，GDP按年增長0.7%，只有原先預期
1.4%的一半。日本總合研究所表示，數據反映
日本經濟明顯放緩，稱出口業務面臨嚴苛環
境，本地汽車市場亦因政府資助到期而放慢。
研究所預計負面消息將陸續出爐，今年GDP甚
至可能陷入收縮。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日本《讀賣新聞》/日本《朝日新聞》

4人爭掌民主黨 野田連任機會大

敵派大隻佬抱起奧巴馬

美2.9萬教師罷工 影響40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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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塞瓦斯蒂安美

食獲選十大之首。

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曾指出，這是建國後第一
部國家級內貿發展專項規劃，旨在加快轉變

國內貿易發展方式，充分發揮國內貿易在引導生
產、擴大消費、增加就業、調結構等方面作用。

提出多項翻番目標
規劃提出總體規模翻番等多項目標，在總體規模

上，要實現201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2萬億元左
右，年均增長15%左右；生產資料銷售總額76萬億
元左右，年均增長16%左右；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業
增加值超過7萬億元，年均實際增長11%左右。2015
年國內貿易就業人數1.3億人左右，其中城鎮就業1
億人左右，年均增加500萬人以上。
據悉，該規劃在出台前經過縝密研究，數次易稿

充實完善。規劃發佈後，相關部委有望出台一系列
促消費的具體政策措施，包括：

完善公路收費政策
加大財稅支持力度。 眼於搞活流通、擴大消

費，優化結構，突出重點，積極發揮中央財政資金
的促進作用，大力支持內貿關鍵領域、薄弱環節，
提升國內貿易行業的綜合服務能力。認真落實現行
的各項稅收優惠政策，進一步完善有利於內貿行業

健康發展的稅收政策。實
行結構性減稅，重點支持
農產品流通、生活服務
業、連鎖經營企業發展和
廢舊商品回收體系建設。

規範流通環節收費。進

一步落實鮮活農產品運輸

「綠色通道」政策，開展

公路收費專項清理工作，

完善公路收費政策，規範

公路車輛通行費管理；清

理整頓大型零售商向供應

商收費，完善相關法規和

規章制度；加強零售商供

應商交易服務收費管理；

規範農產品市場收費，推

動降低農產品批發市場、

農貿市場的攤位費。地方

政府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將

政府投資或控股的農產品

交易市場收費納入地方政

府定價目錄，實行政府指

導價管理。加快推進工商用電用水同價。

商務部研究院消費經濟研究部副主任趙萍指出，

「三駕馬車」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將延續上年發展

勢頭，「如果消費增長勢頭仍然快於投資和出口，

消費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將超越投資，在近10

年中首次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而國家『十

二五』規劃所提出的消費、投資和出口協調拉動的

經濟增長模式，最快有望在今年看到。」

A17 責任編輯：陳　熙 2012年9月11日(星期二)

穗停收治安聯防費 川現鼠疫 1人死亡
據中新社電 廣州市政府10日宣

佈，停止向暫住人口和居民戶收取
治安聯防費。根據廣州市政府常務
會議今日審議通過的相關文件，停
徵聯防費從2012年8月1日起執行。
廣州自1990年起開始徵收「治安

聯防費」，並於2003年納入行政事
業性收費管理。隨 社會管理的不

斷發展和依法行政理念的加強，此
費已不盡合理。2012年7月30日，
廣東省物價局、財政廳聯合印發
《關於取消我省流動人員治安聯防
費的通知》，決定自2012年8月1日
起廣東省取消流動人員治安聯防
費，廣州也就此決定一併停徵居民
戶治安聯防費。

據中新社電 中國衛生部10日援引四
川省衛生廳消息稱，四川日前發生一
起鼠疫病例，患者因搶救無效死亡，
目前無新增病例。
鼠疫是危害人類最嚴重的烈性傳染

病之一，屬國際檢疫傳染病，在中國
《傳染病防治法》中列為甲類傳染病之
首。

疫情發生後，四川立即啟動應急響
應措施，成立鼠疫疫情現場應急指揮
部，全力追蹤密切接觸者，實施醫學
隔離觀察，並進行預防性服藥，劃定
大小隔離圈，設置交通檢疫點，並在
專家指導下，按照有關規定對屍體進
行處理，對相關場所和區域進行終末
消毒等衛生學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國

務院辦公廳昨日印發國內貿易發展

「十二五」規劃。規劃指出，將進一

步完善有利於內貿行業健康發展的稅

收政策。實行結構性減稅，重點支持

農產品流通、生活服務業、連鎖

經營企業發展和廢舊商品回收

體系建設。同時，完

善公路收費政

策，規範公路

車輛通行

費管理。

消費目標32萬億 重點支持農產品流通
內貿「十二五」減稅擴內需 習

近
平
：
黨
校
學
習
不
是
拉
關
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
校校長習近平在出席中央黨校2012年秋季學期
開學典禮時指出，中共領導幹部要務必保持古
人所說的「夙夜震畏、不敢荒寧」的清醒認
識，正確對待手中的權力，始終保持共產黨員
的本色。他同時要求，來黨校學習的幹部要注
重在養成辯證思維、戰略思維、全局思維、創
新思維能力上下功夫，努力提高戰略思考和政
治決斷的能力，「不能把時間花在拉關係和請
客吃飯上」。
《學習時報》昨日刊發了習近平9月1日出席

中央黨校2012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的講話。

保持清醒認識 正確對待權力
習近平坦言，「培養一個領導幹部不容易。

一個領導幹部在一生中始終堅持正確政治立
場，保持艱苦奮鬥作風，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
切聯繫，保持清正廉潔，同樣不容易」。他要
求，面對種種誘惑，中共的領導幹部務必保持
清醒認識，正確對待手中的權力，珍重自己的
人格，珍愛自己的聲譽，珍惜自己的形象，始
終保持共產黨員的本色。
習近平同時強調黨校學習期間的紀律。他

說，黨校學員中不少是地方和部門的主要負責
人，但「在原來單位無論擔任什麼領導職務，
到了黨校都是學員」。地方學員利用空閒時間到
部委走訪，可以理解；學員建立友誼，交為朋
友，這也正常。「但不能把這些當作來黨校學
習，更不能把時間花在拉關係和請客吃飯上」。
最後，習近平引述已因貪污等罪被處以死刑的

瀋陽市原常務副市長馬向東案例說，「馬向東
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一面寫 反腐倡廉的文
章，一面利用雙休日到澳門賭博。這雖屬個別
極端的例子，但應從中吸取教訓，嚴加防範。」

■在近10年中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

第一拉動力。規劃發佈後，相關部

委有望出台一系列促消費的政策措

施。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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