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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克任歐委會主席
■責任編輯：孔惠萍/曾綺珺 2014年7月16日（星期三）

美國
民 調 機

構 YouGov
與《赫芬頓郵

報》前日公布聯
合調查，顯示49%

受訪者認為總統奧巴馬
已經超越憲法賦予總統的

權力，35%認為國會若對他
啟動彈劾程序是合理做法。

2007年布什在任期間，民調亦顯
示有34%美國人認為他濫權，應受彈

劾。
兩黨受訪者看法明顯不同。89%共和黨

人認為奧巴馬濫權，68%認為國會彈劾他
「合理」；民主黨人則分別有16%和8%。
奧巴馬近年頻繁通過簽署行政命令推進改
革，令共和黨要求彈劾他的呼聲愈喊愈高。
根據憲法，總統、副總統和所有文職官員，
因叛國、賄賂或其他重罪和輕罪受彈劾並定
罪時，應予免職。

空軍未來5年裁3459崗位
另外，美國空軍前日宣布，由於美國經濟
形勢不理想，決定在各級指揮系統中裁去
3,459個崗位，令未來5年節省16億美元(約
124億港元)。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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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歐元匯價轉強，歐洲央行行長德
拉吉昨日出席歐洲議會聽證會時表示，
擔心匯率高企會威脅歐元區復甦。他稱
鑑於歐元走強對通脹的影響，央行會留
意匯率走勢，但他未有提出新的刺激經
濟措施。言論未有對歐匯構成影響，歐
元昨日仍企穩在1.36美元水平。

歐央行料於9月起，再次透過長
期再融資操作(TLTRO)向市場注入1萬億歐元(約10.5
萬億港元)流動性。德拉吉表示，銀行不應利用
TLTRO的低息資金購買國債獲利，他指出當前
用TLTRO買債的方便性已大不如2011年，加
上西、意國債與德債息差已縮窄至歷史低位，
銀行會很難從套息交易中獲利。
另外，鑑於歐元區通脹持續低於歐
央行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前日發表文章，支持歐央行
實施量化寬鬆(QE)措施，指QE

可刺激歐元區消費和投資，增
加實體經濟對銀行信貸的需
求，從而推高通脹。

■《華爾街日報》/
美聯社/彭博通

訊社

德拉吉：
強歐元損復甦

■德拉吉

菲 律
賓今年首個颱風「威
馬遜」昨晚在東部阿爾拜省及索索
貢省登陸，是自去年超級颱風「海燕」
後當地最強颱風。風暴造成最少3人失
蹤，當地政府做好預防措施，低窪及沿
岸6,000名居民已疏散到避難中心，預計
另有3.9萬名民眾亦會疏散。威馬遜今日
橫過菲國後，預料會向西北偏西移入南
中國海，明日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造
成不穩定天氣，天文台或發出熱帶氣旋
警告。
威馬遜是泰文「雷神」的意思，昨日

從颱風增強為強颱風，截至香港時間下
午2時，中心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55
公里，距香港東南約1,510公里，估計登
陸菲國時最高陣風風速達每小時180公

里，會帶來強風
暴雨及山泥傾瀉。

54航班取消 50船4000人滯碼頭
馬尼拉機場50班國內航班及4班國際航班

取消。菲國多地暫停渡輪服務及關閉部分學
校，超過4,000名乘客及50艘船滯留碼頭。
距阿省340公里的馬尼拉今晨將受正面吹
襲，是當地近4年來首個大型風暴。
威馬遜橫掃東部後向北移動至萊特島和

薩馬島，兩地去年11月受海燕吹襲，造成
7,300死、逾千失蹤，重建緩慢，目前仍有
居民住在帳篷。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	

����7

��:4�9�2�


��

	<��9

���

��

��

<�

�	

�	

(�

2�

�	

��

*���

-3

�3

76

<��

���!�

+�1

;5��R' ;5R'
;;����

;�4�
�� �� �� ;14(

	*��
;'�

	�����
	�����

	�����
	�����

	�����

	�����

	�
����

	�
����

3���R*	;;3���R3��+<��9���� 45%

﹁
威
馬
遜﹂
襲
菲
東
逾
4
萬
人
疏
散

明
日
影
響
香
港

59歲的容克表示，任內將推行有利促進歐洲經濟增長及降低失業率的政策，承諾在他領導下的歐委會會關注民
生、減少官僚主義，以實現重振歐盟及重推工業化。

提3萬億振經濟計劃
歐盟失業率高企，多達2,500萬人失業，容克提出3,000億歐
元(約3.16萬億港元)的3年公私合作投資計劃，發展能源、交
通、寬頻網絡及產業集群，並建議從歐盟預算及歐洲投資銀

行撥款，及向私營機構集資。他指需以社會政
策推動停滯的歐盟前進，提升競爭

力。

容克又表示，在未來5年內歐盟會暫停收新成員國，其間會
專注於鞏固現有發展。過去10年間，歐盟成員國由15個急增
至28個，目前只有塞爾維亞正進行入歐談判。不過容克表
示，任內會繼續與阿爾巴尼亞和波黑等西巴爾幹國家談判，亦
呼籲加強與歐盟以東國家合作，如烏克蘭及摩爾多瓦。對於移
民湧入歐洲的問題，他呼籲各國合力解決，表示會委任一名
委員專責處理。
容克出任主席的首要任務之一，是挑選歐委

會新一屆成員，包括增加女性委員比例。歐
委會職責包括草擬歐盟法例、監察成員國
財政預算、整頓歐盟區自由貿易及執行反壟
斷行動。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歐洲議會昨日正式通過任命盧森堡前首相容克，

出任新一屆歐盟委員會主席。雖然容克的提名遭到

英國及匈牙利極力反對，但仍得到其餘26個歐盟成

員國的支持，支持和反對票為422對250票。他致

辭時表示，任內將會致力改善歐盟經濟、失業及移

民問題，並會於未來5年內暫停歐盟擴張步伐。

55年內停收新成員國年內停收新成員國

■■容克出席其提名案的辯論會容克出席其提名案的辯論會。。
路透社路透社

■歐盟委員會總部

厄茲詹在約克郡一家土耳
其餐廳打工，前年1月

29日晚，他夢見自己拿着
大堆鈔票，老闆庫丘科伊
呂則站在他面前。由於
厄茲詹超級迷信，他
將夢境解讀為「與老
闆一起買彩票就會中
獎」，於是回餐廳苦纏
老闆3小時。最後老闆跟
他一起選號碼，也付了一
半錢，由厄茲詹去超市買歐
洲百萬彩彩票。

老闆擬「獨食」
得悉中獎後，拿着彩票的庫丘

科伊呂宣稱自己單獨中獎，厄茲
詹不服報警及聯絡博彩機構，訛
稱庫丘科伊呂偷走彩票，令對方被
捕及盤問9小時。兩人未能解決糾
紛，決定告上法庭。法官指餐廳閉
路電視顯示由厄茲詹提出買彩票，且
有份選號碼、夾錢及去買票，認為其
證供可信性極高，終判二人平分100
萬 英 鎊 ( 約 1,330 萬 港 元) 獎 金。

■《每日電訊報》

朋友氣味相投
基因不但會影響遺傳，也會影響交

友情況。美國耶魯大學的科學家克里
斯塔基斯發現，人們較容易選擇與自己
基因類似的人當朋友，尤以嗅覺基因相
似度最高。一個人與朋友的基因近似程
度，相當於與第4代表親相近程度。

科學家對2,000人的基因
組基因變異標記進行研

究，比較朋友與非朋友之間的差異，發現同一社交
圈內的人，約1%基因相同，遠高於周遭陌生人。
研究也發現，人們和朋友最近似的是嗅覺基因，

相似度最低的是免疫系統基因。加州大學聖迭戈分
校醫學遺傳學與政治科學教授福勒說，嗅覺基因近
似的最直接解釋是：喜歡相同氣味的人容易被類似
環境吸引，並結識有相同傾向的朋友。

■法新社

基因相似

尷尬一字馬 爆軚兼踢中伴娘頭
美國男子弗

斯特早前到牙
買加為表哥婚
禮擔任伴郎，
童心未泯的他
在海灘合影時
大玩凌空一字
馬，不但一腳
踢 中 伴 娘 的
臉，還因此扯

爛褲襠「爆軚」。這尷尬瞬間被攝影師定格，照片在
社交網站熱傳。弗斯特上周將相片上載社交網站Red-
dit並自嘲：「我跳起來，踢中伴娘頭，連褲襠也爆
開。」照片很快有超過600萬人點擊，有網友直言這
是「史上最糟婚禮照」，也有人關心地問道：「伴娘
死了嗎？」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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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建築師樓A.Masow最近
設計一幢極富現代感的圓柱形樹
屋，其全玻璃幕牆、旋轉樓梯以
至樓層間隔的設計，明顯都是
向蘋果公司的Apple Store致
敬。這幢3層高玻璃樹屋位
於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市
郊森林內，整間屋包圍
着一棵40呎高樅樹，
住客可遠眺周圍一
望無際的林景。
■網上圖片

亞裔窮小子 獲獎學金劍橋讀醫
英國亞裔移民第二代邁克爾．賀雖然

出身寒微，但憑個人努力獲得獎學
金，並考入名校劍橋大學的聖約翰
學院修讀醫科。邁克爾希望以自己
的經歷鼓勵其他在貧窮環境長大
的年輕人，只要肯付出，就會有
機會擺脫出身的枷鎖。
邁克爾的父母是越南華僑，

1980年移民英國，由於二人不
諳英語，只能靠福利金過活，
一家6口居於公屋，所住的米克

尼區犯罪率高，常有偷竊及幫派問題。
邁克爾相信知識改變命運，10歲時下定決心入讀劍橋，

他曾在被稱為全國最差的中學讀書，但無阻他在高級程度
會考考獲佳績，其間為了朋友的一個賭約，他花4個月自修
高級補充程度的高等數學科，最終奪A。 ■《每日郵報》

■「爆軚」的弗斯特(左)踢中伴娘的
臉。 網上圖片

■邁克爾．賀

見證兩次世界大戰
寵物壽命一般由數年至數十年不等，英國烏龜湯米卻歷經6代英國王

朝、3代主人，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和鐵達尼號沉沒等歷史，「見證」個
多世紀的興衰。116歲高齡的牠從未看過獸醫，至今健康強壯，教人嘖

嘖稱奇。
1909年，時年11歲的湯米於倫敦一個街市被瑪格麗特
以1英鎊買下。百多年過去，瑪格麗特與女兒相繼離
世，湯米改由瑪格麗特的57歲外孫女弗洛里斯照顧。
一年至少冬眠6個月的牠，會在弗洛里斯母親生日或
母親節醒過來，似是以這種特別方式感謝照顧。

■《每日郵報》

116歲長壽龜

不少人試過發夢中六合

彩，英國餐廳侍應厄茲詹

前年也發了個橫財夢，並

於翌日成真，不過有份夾

錢買彩票的餐廳老闆拒絕

認數，厄茲詹不甘失去橫

財，於是鬧上法庭。法官

接受厄茲詹的橫財夢說

法，前日判他瓜分一半獎

金，即 50 萬

英鎊(約665萬

港元)。

神
奇
成
真
袋
665
萬

■厄茲詹在餐廳苦纏老闆3小時，說服對方夾錢

買彩票。
網上圖片

■■弗洛里斯與湯米弗洛里斯與湯米

■■中獎彩票中獎彩票

■■中獎侍應中獎侍應
厄茲詹厄茲詹

■■「「獨食獨食」」老闆老闆
庫丘科伊呂庫丘科伊呂

「「Apple StoreApple Store」」透明樹屋透明樹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