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儲局主席耶倫昨日出席眾議院
聽證會，指美國經濟仍未完全復
甦，就業市場依然疲弱，因此有理
由在可見將來仍實施寬鬆貨幣政
策。

美股早段升46點
國際商業機器(IBM)與蘋果達成合
作協議，加上21世紀霍士提出收購
時代華納，抵銷美國銀行及雅虎盈
利下降的負面消息，美股昨早段上
揚。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
17,107點，升46點；標準普爾500
指數報1,981點，升7點；納斯達克
綜合指數報4,433點，升17點。

歐股全線上升，英國富時100指
數中段報6,782點，升71點；法國
CAC指數報4,366點，升61點；德
國 DAX 指數報 9,846 點，升 127
點。

財長籲中國匯率市場化
美國財長雅各布．盧昨在CNBC
主辦的商業會議上發言，表示中國
監管經濟的能力達致國際水平，對
美國非常重要，又指全球經濟取決
於良好的中美關係。他稱，美國將
維持與中國緊密合作，協助中國進
一步推行經濟改革。他同時敦促中
國停止干預人民幣匯價，讓匯市步

向市場主導，提高透明度。
美國財政部昨公布5月外國持有的
美國國債升0.3%，達到5.98萬億美
元(約46.3萬億港元)。中國是美國最
大債權國，5月持債量增加0.6%，
達1.27萬億美元(約9.8萬億港元)，
是自1月以來首次增加。

英失業率08年來最低
另外，英國國家統計局(ONS)昨公

布，截至5月為止的3個月失業率跌
至6.5%，創2008年底以來最低。同
時就業人數增加25.4萬人，至3,060
萬人，創1971年有紀錄以來最多。
■彭博通訊社/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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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川內核電站的九州電力形容審查獲批「為重啟
攻克了一大難關」，下一步是取得地方政府同

意。由於之後還需檢查有關設備，預計需時一至兩個
月，意味核電站最快在10月後重啟。安倍形容這是
「向前邁步」，將會致力推動重啟核電站及取得居民
理解。有評論批評安倍政府倉促重啟核電站，但未有
重新制訂事故避難計劃，是無視居民性命安全。

核站外示威「監管機構淪傀儡」
安倍前年底上任以來，無視民間反核廢核聲音，致
力推動重啟核電，今次事件被視為對他的一支強心
針。昨日有示威者抗議當局決定，批評監管機構淪為
核電業界傀儡。川內核電站外昨日亦有示威者聚集，
預料示威規模有可能擴大。
川內核電站位於鹿兒島縣薩摩川內市久見崎町，共
有兩個機組，1號和2號機組分別在2011年5月及9月
停止運轉。自從關西電力公司大飯核電站3號及4號機
組去年9月因定期檢修而停止運轉後，至今日本所有
商用核反應堆均處於停運狀態。
前年9月成立的原子能規制委員會是日本新核能安
全監管機構，並於去年6月通過核電站新安全標準，
同年7月實施。新標準汲取福島核事故教訓，加強應
對地震和海嘯等天災的措施。委員會認為，川內核電
站應對災害和重大事故措施十分完善，所以優先予以
審查。

福島核污水洩漏仍未解決
由於川內核電站長期停運，當地經濟受到影響，因
此鹿兒島縣及核電站所在的薩摩川內市對重啟核電站
態度積極。不過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污水洩漏問題遲
遲未解決，成為民眾對重啟核電的憂慮。
川內核電站周邊地區曾多次出現大型火山噴發，九
州南部集中了巨大噴發引致的陷落地形「破火山
口」。東京大學地震研究所教授中田節指出，日本每
隔1萬年至數萬年便發生一次「破火山口」噴發，特
徵是會在相同地點反覆出現。他提到核電站附近的姶
良破火山口於3萬年前噴發，其所在的鹿兒島灣地下
正積累岩漿，故未來出現甚麼徵兆也並非不可思議。

審查12核站19反應堆
日本共有17座核電站、合共48個反應堆，包括川
內核電站在內的12座核電站、19個反應堆正接受原子
能規制委員會審查。分析認為，委員會為重啟川內核
電站開綠燈，預料今後會加快相關審查步伐。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共同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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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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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野心，是推翻

2011 年福島

核事故後

的 「 零

核 電 」

方針，這目標如今快將達

成。日本核能監管機構

昨日公布審查書草案，

認定位於九州鹿兒島縣的川

內核電站通過安全標準，成

為全日本首個符合新安全標準

的核電站，意味該站最快於今年

秋天重啟，標誌該國正式脫離零核

電。然而鹿兒島周邊火山活躍，故不少

居民擔憂可能再次發生事故，感到不安。

颱風「威馬遜」吹襲菲律賓，估計造成至少20
人死亡，逾40萬人被迫逃離家園。暴風雨昨導致
首都馬尼拉癱瘓，不少房屋屋頂被吹翻，樹木連
根拔起，電線遭扯斷，90%地區大停電。「威馬
遜」昨午由菲律賓移向南海，料各地將下調颱風
警報，政府機關及股市今日重開。
呂宋島主要道路被瓦礫、塌樹和鐵皮屋頂阻

塞，過半地區斷電。馬尼拉電力公司指出，首都
及附近省份有530萬戶停電，能源部長呼籲民眾購
買發電機及儲存燃料。

孕婦嬰兒喪命 400航班停飛
颱風吹襲東部期間，一名25歲女子被塌下的電

線杆擊中死亡，一名11個月大嬰兒及一名孕婦遭
家中倒塌的牆壁壓死。由於部分地區通訊中斷，
當局預料接獲的死亡人數將陸續增加。
受風暴影響，馬尼拉國際機場昨日一度關閉4小

時，近400航班停飛。兩架客機在機場撞到障礙物
受損，包括新加坡航空一架波音777客機的左機翼
撞中乘客通道橋。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多名日美關係
消息人士前日透
露，美國國務卿
克里上周一與日
本外相岸田文雄
舉行電話會談
時，表示「若首
相安倍晉三訪問

朝鮮，有可能打亂日美韓合
作」，反映美方不滿日本隨着綁
架問題的進展，分階段解除單邊
對朝經濟制裁的方針。
電話會談歷時約40分鐘，據悉

雙方大部分時間圍繞對朝制裁問

題。據相關人士透露，鑑於岸田
上月3日在參院外交防衛委員會提
及，安倍訪朝是解決綁架問題的
選擇之一，克里強調「日本單獨
走在前面不是好事」，並稱「若
首相決定訪朝，希望事先與我們
充分溝通，而不是僅在出發前簡
短知會美方」。
隨着朝鮮對被綁架者情況重新調

查，克里還詢問日方是否有意解除
全部制裁，強調「希望日本對進一
步解除制裁慎之又慎」，凸顯奧巴
馬政府對「日朝走近」抱有戒心。

■共同社/《日本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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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馬遜」撲菲20死

馬尼拉大停電陷癱瘓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污水問題仍未解決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污水問題仍未解決，，
更接連發生洩漏事故更接連發生洩漏事故。。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
計劃凍結核電站周邊地底計劃凍結核電站周邊地底，，利用利用「「冰牆冰牆」」隔開核隔開核
污水和清潔的地下污水和清潔的地下 水水，，預料明年預料明年

33月完工月完工，，共耗資共耗資320320億日圓億日圓((約約2424..44億港元億港元))。。
然而有關技術從未試過在這種規模下實施然而有關技術從未試過在這種規模下實施，，令外令外
界質疑計劃成效界質疑計劃成效。。
東電及建造商鹿島建設的工人上月起把東電及建造商鹿島建設的工人上月起把11,,550550

支喉管插入支喉管插入3333米深地底米深地底，，包圍福島核電站反應包圍福島核電站反應
堆堆。。當局其後會注入攝氏零下當局其後會注入攝氏零下3030度的冷度的冷

凍劑凍劑，，凍結核站周邊地底凍結核站周邊地底，，形成污形成污
水無法穿透的屏障水無法穿透的屏障。「。「冰牆冰牆」」

預料持續使用至預料持續使用至20202020年年，，
每年耗費的電力足夠每年耗費的電力足夠11..33
萬戶家庭所需萬戶家庭所需。。

不過外界質疑計劃不過外界質疑計劃
效用效用，，尤其東電早前尤其東電早前
嘗試用相同技術凍結嘗試用相同技術凍結
地下壕溝積累的污水地下壕溝積累的污水
失敗失敗。。前美國核能管前美國核能管
理委員會理委員會(NRC)(NRC)主席主席、、

現任東電資深顧問克萊現任東電資深顧問克萊
因擔憂會引起意想不到的後因擔憂會引起意想不到的後

果果。。
■■《《衛報衛報》》

富士山是日本的國家象徵，去年更獲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入世界遺產
名錄，可能會讓人忘記它仍是一座活火
山。《科學》期刊最新一項法國和日本共
同研究顯示，2011年「311」大地震大大
加重了富士山積累的壓力，雖然未必會即
時噴發，但已進入「危急狀態」。

311震波影響岩層
法國格勒諾布爾地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布朗吉耶的研究團隊，透過監測「311」地
震震波對日本岩床的影響，發現近400公
里外的火山地帶受最大破壞，特別是富士
山底下。布朗吉耶指出，火山地帶的岩石
內困有大量液體，本已對岩床造成很大壓
力，如今再加上地震震波，令岩層進一步
受影響。
日本在「311」地震後4日錄得6.4級餘
震，之後亦發生一系列較小的餘震，學者
認為這進一步反映富士山壓力增加。布朗

吉耶強調，雖然統計數據顯示地震後火山
爆發機會較高，但兩者之間的關係仍未有
定論，故今次研究不代表日本要即時進入
最高警戒，但富士山噴發風險增加是無庸
置疑。
富士山對上一次爆發是在1707年，接近

10億立方米的火山灰被噴上半空，部分甚
至飛到100公里之外的江戶(即現今東京)。
而富士山噴發49日前，日本南部曾發生
8.7級強震並引發海嘯，造成逾5,000人遇
難。 ■《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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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入危急狀態

隨 時 谷 爆

■民眾在國會議
事堂外抗議重啟
核電。 美聯社

■工人在福島核
站 設 置 「 冰
牆」。 彭博社

■川內核電站通過安全標準，
成為全日本首個符合新安全標準的核

電站。 美聯社

■■美國國務卿美國國務卿
克里克里

■家園水浸，民眾涉水而行。 美聯社

■客機機翼撞中乘客通道橋。 路透社

■311大地震加重富士山積累的壓力。
資料圖片

■川內核站附近有
不少火山。圖為櫻
島火山。 網上圖片

福島冰牆隔核污水 年耗逾萬戶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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