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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國家塞拉利昂昨日再有一名醫生因感染
伊波拉死亡，是繼著名伊波拉專家卡恩後，當
地第二位因抗疫而染病身亡的醫生。加拿大衛
生部前日則宣布，將向世界衛生組織捐出800
至1,000劑、曾於動物身上測試有效的伊波拉實
驗疫苗「VSV-EBOV」，助西非抗疫。

塞國逝世醫生 本有機會試藥
卡恩上月29日因感染伊波拉病逝，世衛昨日

透露，原先打算安排讓卡恩服用實驗藥物
「ZMapp」，但其主診醫生最終決定放棄使
用。藥物後來轉送給另外兩名美國醫護人員及

一名西班牙神父，前兩人服藥後情況好轉，但
後者於日前宣告不治。世衛表示，當時曾考慮
將卡恩移送至其他國家治療，但由於其病情惡
化得太快，所以無法遠行。
與「ZMapp」一樣，是否使用未在人體測試
的「VSV-EBOV」仍然有爭議。加拿大公共衛
生局官員泰勒指，疫苗始終在實驗階段，未知
其安全性及副作用，但鑑於西非疫情緊張，世
衛又於前日宣布讓患者使用實驗藥「符合道德
標準」，故決定一試。
泰勒透露，美國同時正測試另一種疫苗，世

衛及各國政府正討論如何運用疫苗，首批疫苗

很大機會由醫護人員接受注射。

中國正式向西非交付抗疫物資
中國政府向塞拉利昂及利比里亞提供的人道

主義醫療物資，以及向兩國派出的公共衛生專
家小組，已先後於前日抵達兩國。中方代表分
別在塞拉利昂總統府及利比里亞港務局舉行交
接儀式，塞總統科羅馬感謝中方施以援手，利
比里亞總統瑟利夫亦說，中國一直在經濟及醫
療等各方面支援利國，救援先於其他國際夥
伴。

■法新社/美聯社/新華社

加拿大捐千劑伊波拉實驗疫苗

美增派130顧問赴伊拉克

美國連日來持續向被困伊拉克北部山
區的雅茲迪族難民空投物資，並計劃增
派130名軍事顧問前往當地評估局勢。有
報道指，美軍正研究一項國際合作的拯
救難民行動，一旦落實，將會是美軍首
次與伊斯蘭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蘭國」(ISIL)正面交鋒，評論認為總
統奧巴馬未必願意冒這個風險。

至少兩萬人仍困山區 隨時遭屠殺
聯合國前日表示，辛賈爾山區仍有2萬

至3萬雅茲迪人及基督徒被困。聯合國少
數民族權益專家警告，他們或在數小時
至數日內面臨種族屠殺。美國國務卿克
里認為須盡快協助被困者離開山區。
美國目前已派遣了60架偵察機前往伊

拉克，有官員透露，美方已秘密向庫爾

德族武裝部隊提供武器。美國空軍出動
噴射戰機及無人戰機，攻擊辛賈爾山區
附近的ISIL武裝分子，前日擊毀一座迫
擊砲台。
澳洲總理阿博特前日赴英國商討伊拉

克危機，會後他表示不排除出兵伊拉
克，其言論翌日遭其他黨派攻擊。澳洲
防長約翰斯頓表示，軍方暫時只計劃於
兩三天內派遺兩架運輸機，運送人道空
投補給。
法國總統奧朗德昨則宣布，會在數小

時內向庫爾德族武裝部隊運送武器，同
日將空運第二批人道救援物資。英國亦
將派出數架運輸直升機，協助雅茲迪人
逃離山區。德國正考慮向伊拉克提供防
護車、頭盔及防彈衣等軍用保護裝備。

■《華爾街日報》/美聯社/法新社

研國際合作救難民
美聯社一名

意大利籍攝影
師及隨行的巴
勒斯坦翻譯
員，昨日在加
沙地帶遭遇爆
炸身亡，是新
一輪以巴衝突
中首名喪生的
外國記者。報
道指，當時加
沙警方正嘗試

拆除一個以色列空襲留下的啞彈，但
炸彈突然爆炸，兩人及另外3名拆彈專
家當場身亡，另有4人受傷，包括一名
美聯社攝影記者。
殉職記者名叫卡米利，35歲已婚，

有一名3歲女兒。美聯社指，卡米利於
2005年加入該社，2006年被派駐耶路
撒冷，經常到加沙採訪，早前他改駐
黎巴嫩貝魯特，上月以巴再爆衝突後
重返加沙。卡米利是今年第二名殉職
的美聯社記者，另一名攝影記者今年4
月在阿富汗遇襲喪生。
美聯社加沙採訪主管說，卡米利熱愛

加沙，最近就曾拒絕到伊拉克採訪，堅
持留守加沙。其他同僚亦形容卡米利待
人親切，為人風趣。 ■美聯社

瑞士東部格勞賓登州昨日發生嚴重列車
出軌事故，一列火車因為山泥傾瀉出軌，
據稱有數節車廂跌落深谷，幸而只有數人

受傷，無人死亡。
現場照片顯示，肇事列車最

少3節車廂脫軌，其中一節有
半截懸掛在山谷邊緣，所有乘
客都湧到車廂與前車連接的一
端，希望以重量阻止車廂向山
谷滑落。據報肇事列車原本有
8 節車廂，載有約 200 名乘
客，於當地時間昨日中午12
時45分駛至現場時遭遇山泥
傾瀉。
由於現場位於森林之中，一

般車輛無法到達，當局要出動4架直升機
到場運走傷者及疏散乘客。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瑞士山泥傾瀉 火車脫軌險墜深谷

■■列車車卡吊在山谷邊列車車卡吊在山谷邊
緣緣，，十分驚險十分驚險。。 美聯社美聯社

巴西10月總統大選候選人之一、隸屬社
會黨的坎波斯昨日據報遭遇飛機失事喪
生。坎波斯出事前的支持率約10%，在候
選人中排第3，落後於現任總統羅塞夫及

其主要對手參議員內維斯。消
息傳出後巴西股市一度跌2%。
坎波斯乘坐的小型飛機昨日

在聖保羅南面一個城市的住宅
區墜毀，報道指飛機當時載有7
名乘客，原定從里約熱內盧飛
往聖保羅，但因天氣惡劣，在
準備降落時墜毀，造成多人死
亡。
現年49歲的坎波斯是前伯南

布哥州長，立場左翼但與商界
關係友好，獲不少銀行業及工

業團體支持。分析指坎波斯遇難不會對選
情有太大影響，但兩名領先候選人相信無
可避免要暫時停止競選活動，或會影響雙
方陣營選前部署。 ■法新社/路透社

巴西大選候選人墜機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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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稅拖累 日本經濟大萎縮
第二季GDP按年跌6.8%「311」後幅度最勁

日本於4月1日起將消費稅由5%上調至8%，嚴重打擊消費開支，目
前市場最關注今季國內生產總值（GDP）表現。分析指，假如7月至

9月經濟表現仍然疲弱，可能會迫使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放棄明年10月把消費
稅進一步提升至10%的計劃。
民眾趕在加稅前購物令日本首季經濟按年增長6.1%，按季計，第二季經濟
收縮1.7%，少過市場估計的1.85%。第二季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大幅減少5%，
遠多於市場預期的4.3%。
經濟財政大臣甘利明對此不感憂慮，他表示：「電子產品及百貨公司銷售

額在4月大跌後，已開始回升，就業市場亦持續改善，把這些數據考慮在內，
顯示日本經濟正以溫和速度改善，消費稅的影響亦逐漸消退。」

央行10月或進一步放水
日本農林中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師南武志預計，今

季經濟按年增幅有望回復至5%左右，原因是夏季花紅及
公共開支增長強勁。他相信日本央行會繼續關注物價走
勢，並有機會在10月修訂經濟預測時，進一步放寬貨幣
政策。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此前多次表示對消費開支減少
不感意外，指下季反彈機會大，他早前曾表明已預備再
推刺激經濟措施。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

消費稅上調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完全浮現，日本內閣府昨日

公布，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大幅萎縮

6.8%，是自2011年「311」大地震以來最大收縮幅

度。雖然數字較經濟師原本估計的7.1%為佳，但期內

消費開支跌幅超過預期，企業庫存大幅增加，令外界憂

慮日本經濟復甦步伐會否因此被打斷。

日本政府計劃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前，在東京建設
大型賭城並發展賭博業，為政府擴大稅收，並刺激經
濟。據報，近日首相官邸內已成立一個「賭博事業推
進小組」，負責起草相關法案遞交國會通過，使賭博
業在日本完全合法化。

傳選址台場建賭城
消息稱，日本會以美國和新加坡的大型賭城為參考

藍本，
而東京
灣的台場已作為賭城
的第一候選地。
首相安倍晉三5月訪問新加坡時，

曾特地參觀當地賭場。他在參觀後
稱，「通過這次參觀，對賭城的憂慮一掃而光」，表
現出對日本引進賭博業的強烈願望。 ■日本新聞網

英 國
《 金 融
時 報 》

報道，美國最
富有城市與最
貧窮城市之間
的收入差距擴
大到有記錄以
來最大程度，

導致房地產市場形成不均衡的復甦態勢，恐拖
累當地的整體復甦。

根據美國商務與勞工部收集的100個最大城
市(按人口計算)的數據，如把這百個城市去年
的房價由高到低排列，排第10的城市與排第
90的城市間的收入差距，為1969年有記錄以
來最大。房地產網站所做的研究則指出，排第
10的波士頓的人均收入，是排第90的辛辛那
提的1.61倍。在過去的經濟周期中，這一差距
有時縮窄有時擴大，但最近一次金融危機過
後，這一比率處於45年來的最高水平。
各地勞動力市場不均衡復甦，導致美國不同

地區的就業和收入增速存在巨大差距。

勞動力復甦不均 中低層薪金未增長
報道指，當地就業人數已超過衰退前的峰值

水平，但中低收入人士的薪酬卻幾乎未見增
長。這情況加劇了該國各地房地產市場的差
異。有部分地區的樓市已出現泡沫，但另一些
則步履維艱。
聯邦儲備局副主席費希爾本周在一次演講中

曾提到，局方對房地產行業的擔憂，他稱「房
地產行業是此次美國金融危機和衰退的震源，
它將繼續為經濟復甦帶來壓力。」 ■綜合報道

英國經濟表現持續強勁，不過最新數據顯示，
英國薪酬水平在失業率不斷回落下，按年下跌
0.2%，是2009年以來首度下降。英倫銀行昨日
亦下調薪酬增長預測，並表示今後評估勞動市場

狀況時，會更多地考慮薪酬水平變
化，暗示會推遲加息時間。

英倫銀行將今年第4季
薪酬增幅預測，由原先

的2.5%下調至1.25%，行長卡尼稱，最新數據
顯示經濟在維持高就業率和低失業率的同時，未
有產生太大通脹壓力，薪酬增長亦「顯著疲
弱」。受相關言論影響，昨日英鎊匯價跌至2個
月低位。
英倫銀行同時將今年經濟增長預測由原先

3.4%輕微上調至3.5%，全年通
脹預測則由1.9%下調至1.8%。

經濟師目前普遍預期，英倫銀行最快將於明年
首季加息，金融市場甚至估計有1/3機會在11月
加息。不過昨日英倫銀行調整經濟預測後，不少
分析員都認為央行已推遲加息時間表，今年前加
息機會已不大。

■《每日電訊報》/路透社

美收入差距歷來最大 阻整體復甦

薪酬水平5年來首跌 英倫銀行暗示推遲加息

安倍成立小組 推進賭博合法化安倍成立小組 推進賭博合法化

■■加稅影響消費者購物意慾加稅影響消費者購物意慾，，
引起層層連鎖反應引起層層連鎖反應，，最終拖累最終拖累
日本經濟收縮日本經濟收縮。。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不少難民逃走
的時候，一臉茫
然。 路透社

■殉職的卡米利。
美聯社

■■中國駐利比里亞大使張中國駐利比里亞大使張
越越（（右右））與當地總統瑟利與當地總統瑟利
夫合照夫合照。。 新華社新華社

■■圖為賭場內的圖為賭場內的「「老老
虎機虎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飛機墜落民居飛機墜落民居，，一間房屋的屋一間房屋的屋
頂事後穿了一個大洞頂事後穿了一個大洞。。 法新社法新社

■坎波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