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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內閣前日通過2014年度預算案，

總額為95.9萬億日圓(約7.1萬億港元)，

較2013年度高出逾3萬億日圓(約2,229億

港元)，是日本迄今最大的國家預算案。為

了增加國際影響力，日本積極尋求當選

2016至2017年度的聯合國安理會非常

任理事國，在預算案中撥出1.4億

日圓(約 1,040 萬港元)作為「拉

票」經費，並有意邀請64國的常

駐聯國代表到訪日本。

日方計劃成立以外相岸田文雄為首
的「對策總部」，外務省本月任

命文化廳前長官近藤誠一及前日本駐
巴西代表島內憲為參事，全力為日本
當選尋求國際支持。

增軍費制華 建兩棲部隊
預算案中，防衛經費連續第二年增加，
升至4.887萬億日圓(約3,632億港元)，按
年上升2.8%，反映首相安倍晉三「擴
軍」意向。此舉惹來日本媒體和在野黨
批評，擔憂會進一步破壞地區穩定。
日本防衛經費過去10年間一直處於

減少趨勢，但安倍去年再次上台後，
為對抗中國致力推行「強軍路線」，
連續第2年增加防衛經費。報道指，
增加的防衛經費將用於擴充陸上自衛隊
5,000名隊員，創建具備海軍陸戰隊性質的
水陸兩棲部隊，作為守備沖繩周圍離島的
奪島部隊，並會從美國引入魚鷹運輸機、無
人偵察機、水陸兩用戰車和瀕海作戰艦等軍備。
新加坡《聯合早報》指出，扣除駐日美軍重

組費用後，日本新財年國防預算實際增幅為
2.2%，是18年來最多。《北海道新聞》昨發表
社論指，日本政府以應對中國海洋活動而強化防
衛、監視體制為由，連續兩年增加軍費，恐導致
與鄰國關係更趨緊張。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
旗》表示，「應終止這種增加東北亞局勢緊張、
違背和平主義的暴行」。

料舉債3.7萬億 豪賭經濟
日本新聞網指出，日本政府預計明年財政收入
只有45萬億日圓(約3.3萬億港元)，意味剩下的50
萬億日圓(約3.7萬億港元)很可能要以發債集資，
令該國債務雪球愈滾愈大。分析指，日本民間經
濟機構對明年國家經濟增長並不樂觀，不過安倍
政府未有實施緊縮整頓財政，反而繼續舉債，是
賭上經濟民生的走鋼線行為。

■日本新聞網/新華社/中新社

北野武傳參選東京都知事
由於前東京都知事豬瀨直樹因政治獻金醜

聞下台，東京都將於明年2月9日舉行都知事
選舉。雖然媒體之間流傳多名可能參選的人
物，包括名導演兼演員北野武，但至今尚無
人表態參選。
東京都選舉管理委員會估計選舉要花50億

日圓(約3.7億港元)，包括選舉經費及人事費
等。豬瀨因收受醫療集團「德洲會」現金
5,000萬日圓(約372萬港元)，上周四向都議
會議長吉野利明提出辭呈，議會前日准
辭，即日生效。
目前執政黨自民黨、最大在野黨民主

黨急着召開幹部會議考慮候選人，但可能
到明年初才能敲定人選。這次選戰的焦點包

括籌備2020年東京奧運、首都若發生垂直型
地震的對策、人口急
速老化的對策等。

■中央社

日圓匯價持續下跌，帶動日本
股市連升多日，昨日日經平均指
數更收報16,009點，創全年新
高，更是6年來首次在萬六點以
上收市。
東京股市昨日早段低開，但圓

匯走低消息帶動下，出口相關股
份受追捧，兩大指數隨即由跌轉
升。股市在16,000點關口一度爭
持，但受外圍亞洲股市造好刺
激，投資者心理進一步改善，收
市前終於衝破大關。
大和證券首席策略師成瀨順表

示，日經升破萬六點相信在新一
年可以進一步改善日本經濟氣
氛，並鼓勵更多假期消費。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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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名導演兼演員北野武名導演兼演員北野武。。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加拿大溫哥華市中心一間由華裔店主開設的珠寶店
上周五發生離奇盜竊案，兩名竊賊打破裝有鐵欄的櫥
窗，盜走一顆價值50萬加元(約366萬港元)的國寶級
斑彩石，其餘珠寶卻完好。警方翻查店內及附近商舖
閉路電視尋找線索，店主估計尋回斑彩石機會渺茫。
斑彩石是阿爾伯塔省官方珠寶，被視為加國國寶，運
到國外前須經加政府批准。失竊斑彩石是鸚鵡螺貝殼形
成的蛋形有機玉石，在洛基山東邊斜坡發現，長約28厘
米，大小接近一隻男裝鞋，形狀似安全帽，色彩斑斕。
事發清晨約4時，竊賊擊破櫥窗玻璃後，一人在店

外把風，另一人潛入店內，得手後冒雪逃走，前後僅

用3分鐘。失竊過程被閉路電視拍下，店主卡曼．王
(Carmen Wang)相信賊人是有目標犯案。但令他欣慰
的是，店舖遭劫至店員報警間約5小時，沒有路人順
手牽羊。

主要出口亞洲
有寶石學家表示，斑彩石主要出口至加勒比及亞洲

地區，因質地較軟，無須額外添加保護即可用來製作
珠寶，推測竊賊可能將整塊作為標本出售。警方發言
人則指，斑彩石零售價值不大，購買者較可能是收藏
家。 ■《多倫多星報》/《溫哥華太陽報》 ■店家用木板覆蓋被賊人打爛的櫥窗玻璃。 網上圖片

加華人珠寶店遇劫加華人珠寶店遇劫 33分鐘盜國寶級斑彩石分鐘盜國寶級斑彩石

■失竊斑彩石。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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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肅清「二號人物」張成澤後，
朝鮮半島陷入緊張對峙。前日平安
夜，韓國總統朴槿惠與朝鮮最高領
導人金正恩，不約而同前往軍事分
界前線視察，勉勵駐守官兵，這是
朴槿惠就任後首次視察前線部隊。
朴槿惠是韓國憲政史上首位訪

問部隊的女性軍隊統帥。她訪問
江原道楊口郡中東部前線最前方
乙支部隊的一般前哨，聽取朝鮮
軍隊動向和韓軍應對態勢匯報。
她稱，遏制朝鮮挑釁的上策，是
構建無懈可擊的安全防衛，讓朝
鮮斷絕挑釁念頭。若朝鮮發起挑
釁，要毫不留情回應。
無獨有偶，金正恩同日視察西

部港口南浦市的人民軍第526大聯
合部隊指揮部。他向駐守官兵強
調務必全力備戰，並牢記戰爭會
在無任何預警情況下爆發。

■韓國《中央日報》/
中央社/中新社

美國對沖基金Wilson & Associ-
ates創辦人威爾遜周一在位於曼哈
頓的16樓寓所露台跳樓身亡，終年
86歲。威爾遜身家估計達8億美元
(約62億港元)，其好友表示，他上
月中風後捐出1億美元(約7.8億港
元)財產，已料到對方可能輕生。

與妻離婚 熱心公益
威爾遜從事金融業50年，1969

年創立自己的對沖基金，1986年退
休。他周一被發現倒卧於寓所下的
後巷，警方到場證實死亡。他無兒

女，死前與結髮35年的妻子離婚，
並將部分身家捐給4個慈善機構，
至於未有捐出的財產則屬無法輕易
動用的長期投資產品。
威爾遜一向熱心公益，曾向環保

組織捐出近6億美元(約46.5億港
元)，又向教育基金捐出2,000萬美
元(約1.55億港元)。他1978年購入
曼哈頓上城區的寓所，屋內放滿藝
術品。這幢大廈有不少名人居住，
如高爾夫球明星活士、愛爾蘭搖滾
樂團U2成員Bono等。

■《每日郵報》/彭博通訊社

美基金創辦人跳樓亡

死前豪捐死前豪捐77..88億億

■■威爾遜在威爾遜在1616樓寓所露台跳樓寓所露台跳
樓身亡樓身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將於下周宣誓就任的美國紐約
市準市長白思豪，身邊人接連爆
出醜聞。先是他的19歲女兒基

婭拉承認曾有吸食大麻及酗酒的
習慣，後有準發言人史密斯被指
與已婚的紐約州前州長斯皮策有

染，斯皮策與妻子
更於平安夜宣布離
婚。
早在白思豪競選

期間，已有傳聞指
基婭拉染上不良習
慣。白思豪夫婦在
平安夜將女兒自白
的影片寄給傳媒，
她在片中承認青少

年時期患上抑鬱症，於是借毒品
及酒精尋求解脫，後來愈陷愈
深，幸得家人及治療師幫助，已
擺脫毒癮及酒癮。
9月時競選紐約市審計長落敗

的斯皮策，上周被傳媒拍到兩
次深夜到訪原本是其競選女助
手史密斯的家，又與對方燭光
晚餐。
現年31歲的史密斯在斯皮策

敗選後被白思豪相中，很有機會
成為他上任後的發言人。
■路透社/法新社/《每日郵報》

紐約準市長女認吸毒酗酒

日本電子業巨頭索尼與Pana-
sonic去年合作研發有機發光二極
體(OLED)面板技術，以進軍大屏
幕超薄電視市場。不過合作僅維
持一年半就告拆夥，顯示新一代
電視要進入大眾市場困難重重。
索尼開發出全球首台OLED電視，

2007年針對大眾市場推出11吋

OLED電視，但因成本太高，推出
更大尺寸新款電視時面臨困難。兩
家企業遂於去年結盟研發OLED技
術，以壓低成本、開發新顯示器技
術及建造生產中心的風險。消息稱，
儘管兩方結束合作，未來仍可能探
尋OLED面板生產技術的合作機會。

■《華爾街日報》

研OLED電視
索尼Panasonic拆夥

泰國看守政府總理英
祿昨日發表電視講話，
提議組建改革委員會，
在準備明年2月大選的
同時，籌劃政制改革事
宜，並強調委員會將獨
立於政府。但反對派表
明不接受方案，繼續要
求英祿下台並威脅阻撓
大選。鑑於局勢依然不
穩，看守內閣決定延長
曼谷及相鄰地區實施
「國內安全法」的期限
60天，到明年3月1日
為止。
英祿提議首先成立11

人的臨時委員會，成員
包括三軍最高司令或海
陸空軍司令其中一人、

泰國商會主席、工業聯
盟主席、銀行家協會主
席、大學校長和政府官
員等。臨時委員會將從
全國各行各業選出
2,000名人民代表，然
後從中再選出499人組
成改革委員會。英祿
指，改革委員會將代表
人民意願，在政治改革

上出謀獻策。
不過示威領袖批評委

員會只會受英祿兄長前
總理他信控制。示威者
昨日繼續包圍用作選舉
登記處的曼谷泰日體育
館，阻止政黨參選人入
內辦理登記手續，部分
人與警方發生衝突。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內安法延期
英祿倡設改革委員會

■示威者在體育館用鐵馬襲擊警察。 法新社

■■基婭拉基婭拉((左左))早前出席父親白早前出席父親白
思豪的競選活動思豪的競選活動。。 美聯社美聯社

朝鮮

韓國

安理會非常任國

通過最大預算案 擬邀64國常駐代表到訪

日本斥千萬

■增加的防衛經費將用於擴
充五千名自衛隊隊員。圖為
自衛隊去年演習。資料圖片

■日本撥出巨額經費「拉
票」，爭取當選非常任理
事國。圖為安理會商討敘
利亞決議案。 資料圖片

■■安倍去年再次上台後安倍去年再次上台後，，今今
次是連續第次是連續第22年增加防衛經年增加防衛經
費費。。 法新社法新社

爭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