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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蘇格蘭政府明日公布脫離英國獨立藍圖的白
皮書，明年9月18日舉行公投，若獲通過，計劃
於2016年3月24日宣布獨立，同年5月舉行
首屆國會選舉。最新民調指，當地僅1/3
人支持獨立。英揆卡梅倫和聯合政府極
力呼籲選民投反對票，指獨立會帶
來多項風險和問題。
白皮書共670頁，長達17萬
字。蘇格蘭首席副部長斯特金
表示，白皮書列出獨立對經
濟、社會和民主的影響，
闡述財政實力和如何步
向獨立。當中重點講述
經濟增長、就業和公

平等議題，施政方針包括制訂最低工資，以及提高
女性在工作和經濟的整體參與度。

北海石油恐掀爭議
蘇格蘭民族黨(SNP)首席大臣薩蒙德強調，當地擁
有北海石油庫存，獨立後將成為富國，與歐洲的關
係會比英國更密切。
1707年蘇格蘭成為英國一部分，目前在醫療、

教育、司法等有自主權，但國防、外交政策、福
利等重大議題由英國政府管理。有反對者認為，
一旦獨立，蘇格蘭和英政府需解決重整駐軍、稅
制、攤分北海石油收益等爭議問題，重返歐盟和
北約之路將困難重重。

■法新社/《星期日泰晤士報》

蘇格蘭明年公投脫英 擬2016年獨立

瑞士雖避過歐
債危機打擊，但
陰霾未散，早前
有統計指，當地
諾華藥廠老闆去
年薪酬是最低薪
民眾的219倍，
貧富懸殊成社會
熱話。該國昨舉
行全國公投，表決
是否限制企業高層
薪酬不得多過同公
司最低薪僱員的12
倍，是今年第2次同類公投。當地跨黨派政府指此舉會削減稅收，嚇走外資，
呼籲選民投反對票。電視台公布臨時結果顯示，公投議案被否決。
「1:12倡議」由瑞士青年社會黨提出，經逾10萬人聯署成為公投議題，但

遭商界和右翼政黨極力反對。青年社會主義者范克豪澤指，瑞信總裁薪酬一度
比公司最低薪員工高820倍，簡直是瘋狂待遇，指這種差異會打擊業績，令企業
深陷危機。 ■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瑞士公投 否決限企業高層頂薪

英國一名即將臨盆的孕婦早前為吹噓
BB有多「強壯」，竟拉高上衣，拍下自己

用鐵鎚大力捶打肚皮的影片，前男友漢隆大驚
報警。然而當局認為孕婦無觸犯任何刑事罪行，

並無落案起訴，只將案件轉交兒童社福機構跟進。
漢隆表示，不清楚自己是否BB的生父，但見到前女

友索普捶打肚皮，認為對方應被收監，避免BB有危險。索普
其後於去年11月誕下約5磅重的兒子，聲稱他7個月大已懂得走路

和說話，發育極快，心智與2歲兒童無異。 ■《星期日郵報》

吹噓佗「大隻B」孕婦鐵鎚揼肚

■民眾高舉「1:12」標語支持公投。 美聯社

■索普與兒子

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發達國家必須作出「減排

承諾」，發展中國家則要在得到資金、
技術支持後採取自主「減排行動」。然
而，發達國在此次大會上要求所有國家
都應作出「減排承諾」，而發展中國家
則堅持「減排行動」。雙方就這一措辭
僵持了一整天，最後找到了一個比較
「中性」的詞，即「減排貢獻」。

首建機制補償極端天氣損失
解振華會後表示，會議結果符合中方
預期，中國代表團展現了最大的靈活
性，在部分問題上採取妥協態度，就會
議成功作出貢獻，但強調一些發展中國
家的合理訴求並未得到全部解決。
美國氣候變化特使斯特恩則稱，今次

會議取得積極進展，首次建立「損失和
損害」機制。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其中一
個主要訴求，旨在補償極端天氣造成的
損失和損害。在發展中國家看來，資金
是大會成敗的關鍵，但發達國在兌現出
資承諾上缺乏政治意願，並未就2013至
2020年的出資提供時間表和路線圖。
同時，發達國已提出的2020年前減

排目標亦缺乏力度，與應對嚴峻的氣候
變化形勢存在明顯減排差距，日本甚至
出現嚴重倒退。中方形容這為華沙會議
及今後的談判帶來負面影響。
根據計劃，各國將於2015年在法國
巴黎簽署全球首個氣候協定，限制溫室
氣體排放，有關公約將在2020年起生
效。 ■法新社/美聯社/

路透社/新華社

發
達
國
減
排
目
標
欠
力
度
發
展
中
國
家
訴
求
未
解
決

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氣候談判
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勉強達共識

長達兩星期的聯合國華沙氣候大會，前日在加時20多個小時後閉
幕。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在會上就氣候協定應否使用「承諾」一字
激烈爭辯，中國及印度等國反對使用這個字，認為是變相迫使發展
中國家承諾減排，雙方最後同意將字眼改為「貢獻」，才勉強達成
共識。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稱，中國對很多議題並不滿意，但會
議結果「能接受」。

華沙大會共識要點(部分)
★資金：

促發達國設定「增加水平」資助，在2020年前，每兩年
檢討一次協助貧困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援助金額。此外，
聯合國適應基金將獲得1億美元(約7.8億港元)撥款。
★損失和損害機制：

同意建立「華沙國際機制」，就發展中國家應對
氣候變化等事件造成的損失和損害，提供專業援
助。機制的確切形式將於2016年檢討。
★邁向2015年簽署氣候協定：

各國須在2015年12月巴黎峰會前，預先提出
2020年後的減排計劃；自願在2020年後達到減
排目標的國家，則需在2015年首季表態。
★監督：

敲定各國的減排監督、報告及驗證
等細節。
★減少森林砍伐：

協助發展中國家減少森林砍
伐的項目，將獲 2.8 億美
元(約 21.7 億港元)撥
款。
法新社/
路透社

■■解振華表示會議結果解振華表示會議結果
能接受能接受。。 新華社新華社

■■（（左起左起））示威者打扮成法國總統示威者打扮成法國總統、、日本首日本首
相相、、美國總統及德國總理抗議峰會美國總統及德國總理抗議峰會。。 路透社路透社

智能手機、電腦
為 生 活 帶 來 方
便，同時令不少
傳統文化沒落。
美國有線新聞網
絡(CNN)列出10
大「瀕臨絕種」
旅行項目，包
括明信片、旅
遊指南等，鼓勵愛旅行的朋友繼續使用，保護傳統旅遊
文化。
1 明信片：去年調查發現，60%受訪者旅行時會發短

訊給親友，僅16%寄明信片。美國紀念品批發商協會
指，明信片銷量正大幅下跌，只及以往一半。明信片於
維多利亞時代在英國誕生，1990年單在美國派遞的明信
片有33億張，預計到今年跌至約10億。
2 幻燈片放映：播放旅行幻燈片是不少人晚餐後的節

目，但因幻燈片無需求，大部分生產商集中發展數碼攝影
和打印。不少人早已改為在數碼相機屏幕欣賞相片。
3 旅遊指南：近年旅遊指南銷量大跌，英國廣播公司

(BBC)今年3月以1.2億美元(約9.3億港元)蝕本出售旗下全球權
威旅遊指南《Lonely Planet》；美國5大旅遊書出版商銷售額
於2007年高於1.25億美元(約9.7億港元)，但去年大跌近40%，
至7,800萬美元(約6億港元)。
4 網吧：到網吧上網是以往旅行指定動作，但隨着筆電、板腦愈

來愈輕巧，加上Wi-Fi上網非常方便，不少地方的網吧經營困難。
5 鬧鐘：手機可取代鬧鐘功能。

6 地圖：美國加州汽車協會於2008年停止生產印刷版地圖，英國地圖局
地圖銷量在2005年至2010年間跌25%。
7 旅行支票：櫃員機提款方便快捷，旅行支票的用處大不如前。

8 相簿：社交網站大行其道，相簿銷量下降。
9 商務艙：飛機商務艙票價昂貴，不少乘客願意改坐經濟艙。

10 大行李箱：傳統大行李箱又重又貴，不方便使用。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1010大旅行項大旅行項目目「「瀕臨絕種瀕臨絕種」」

英航棧鬼廣告板

魔鬼來電
嚇破膽嚇破膽

未接聽一次未接聽一次 連收連收4488「「撒旦撒旦」」短訊短訊

每當飛機從頭頂
經過，你會不好奇
想像它來自何方？

英國航空公司日前在倫敦豎立電子互動廣
告板，會告訴路人當時經過客機的航班編
號、起飛地點、時間等資訊，十分有趣。
其中一塊廣告板位於皮卡迪利廣場，
每當飛機經過附近上空，屏幕中的男童
會爬起身，指着飛機，字幕打出
「看！這是來自巴塞羅那的BA475
航班。」接着出現英航廣告資訊，
例如現時最低票價、目的地最低
氣溫等。 ■《星期日郵報》

手機電腦扼殺

你頭上是「巴塞羅那航班」
有片睇：youtu.be/0z6Ui3IFIlc

■去年有60%人旅行時會發短訊給親
友，僅16%寄明信片。

■廣告板會顯示現時最低票價、目的地最
低氣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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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希思羅機場斥資45億英鎊(約566
億港元)建造，配備多項先進設施，5號客運大
樓今年更獲選為Skytrax「全球最佳客運大
樓」，但離境大堂近年光線愈來愈暗，原來
啟用5年來有六成燈泡壞掉，但因樓底太高無
法更換。管理公司最近終找到合適辦法，工

程預計耗時4個月，非常大陣仗。
當局試過用吊船、液壓升降台等辦

法運送工人更換燈泡，最終因安全問題
放棄。高層近日協商後決定，由專業吊威
吔專家將所有燈泡換成壽命長達5年的環保
發光二極管(LED)燈牌。■《星期日泰晤士報》

美國前總統小布什
卸任後專注繪畫，今
年聖誕節，你只要付
出29.98美元(約232
港元)就可買到他首件
個人作品─紅雀棲息
在枝頭油畫的聖誕樹
裝飾。有博物館店員
透露，目前這款產品
已熱賣約1萬份。

這幅畫原是小布什送給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蒂切
諾的禮物。他稱受到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啟發而開
始作畫，承認自己不是天才畫家，更自嘲「簽名似
乎比畫作本身更有價值」。美國著名藝術評論家薩
爾茨認為，布什的舊畫作看起來簡單笨拙，但已是
無天賦的人能做到的最好程度。 美國廣播公司

布 什 繪 雀 變 聖 誕 裝 飾
希思羅六成燈泡 壞壞55年無人理年無人理

維斯特表示，收到
「1-666-666-66

6」來電後回撥，卻
發現是空號，但所
有「撒旦」短訊卻
來自不同號碼，
令人不寒而慄。
她起初以為是做
夢，回過神後愈
想愈毛骨悚然，
懷疑與早前拒接
商業傳銷電話
有關。他瞬間
睡意全無，整晚
輾轉難眠，祈禱
不會遭魔鬼報復。

網上紀錄顯示，該
魔鬼號碼曾因整

蠱被多次舉

報。有網民表示，
曾 接 到 來 自
「666-666-666
6」的整蠱電話告
知 「 大 限 已
到」，回撥發現
號碼不存在，十
分詭異。也有人
稱接聽後遭自動
留言大罵「淫
棍」，被告知要
從來電名單移除

可按「3」鍵。不
過有網民留言稱，

這其實是來自一個
整蠱網站的自動電話服
務，因此不必恐慌。
■《星期日

郵報》

■「1-666-666-666」
魔鬼來電。

■48 條短訊
全部得「撒
旦」二字。

66
美國科羅拉多州婦人維

斯特早前於睡夢中接到一個顯示

為「1-666-666-666」的魔鬼號碼來

電，她未及接聽，

對方已收線，沒

想到之後陸續

收 到 48 條 短

訊，內容僅2個

字──「撒旦」

(Satan)， 她 被

嚇到魂飛魄散。

■■維斯特被嚇到維斯特被嚇到
徹夜難眠徹夜難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