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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美國駐俄羅斯大使
特福特昨日履新，到克里
姆林宮向俄羅斯總統普京
呈交國書。普京表示：
「基於互相尊重、平等和
互不干涉內政原則下，俄
方願與美國在不同範疇切
實合作。」

與新美使鮮有交談
烏克蘭危機導致俄美關係處於冷戰結束

以來最緊張狀態，普京在儀式上亦鮮有與
特福特交談，反映特福特就任後將面臨艱
巨挑戰。
新任美國大使特福特曾於2009至2013

年間出任美國駐烏克蘭大使，並於2008年
格魯吉亞與俄國交戰期間，擔任美駐格國
代表，一直支持親西方的前蘇聯國家。前
任美駐俄大使麥克福爾由於經常在微博
twitter上批評俄國，並多次會晤俄反政府
活躍分子，行徑惹來非議，上任兩年後，
於今年2月提前離任。

普京前日與一批支持者見面時表示，美
國企圖令俄國屈服，但「從來都沒有人能
得逞，也永遠不會得逞」。
新任朝鮮駐俄大使亦向普京呈交國書。

普京指，進一步深化俄朝政治聯繫、貿易
及經濟合作，符合兩國人民利益，同時確
保地區安全穩定。

晤金正恩特使 收親筆信
韓國多位政府消息人士昨日透露，俄羅
斯總統普京前日在莫斯科接見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特使、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書記崔龍海之後，俄方通過外交
渠道向韓方介紹了相關情況。俄方表示，
兩人會面約1小時，會談氣氛融洽，崔龍海
轉達了金正恩的親筆信。
有分析認為，雙方可能商討了舉行朝俄首

腦會談的事宜。俄政府表示，不排除俄朝舉
行首腦會談的可能性，但目前沒有相關決
定。俄羅斯智庫專家指出，除非朝鮮在朝核
問題上改變態度，否則俄朝首腦會談恐難舉
行。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韓聯社

普京批美欲使俄屈服 籲勿干涉內政

這項名為「拯救瑞士黃金」的公投議題，由不滿
瑞士央行黃金儲備政策的右翼民粹政黨瑞士人

民黨(SVP)提出，要求央行把黃金儲備由目前佔總儲
備7.4%，大幅增加兩倍，至最少20%，並要求央行
停止沽出黃金，同時把存放於加拿大和英國的黃金
儲備運回國。
SVP指出，大多數瑞士國民不知道「人民的黃金

財富」存放於國外，也不知逾半黃金儲備已被沽
出，呼籲選民投贊成票，「保護人民的財富」。

國家易陷衰退 損央行公信力
瑞士政府及主要政黨、甚至連SVP部分黨員也反
對倡議。瑞士央行行長喬丹警告，通過公投將帶來
災難性後果，指「央行調控市場的能力將被削弱，
國家更易陷入衰退」。黃金業界組織也警告，此舉
猶如捆綁央行雙手，損害其公信力。

或增持1783噸 被迫用負利率
瑞士是目前全球人均黃金儲備最多的國家。分析
稱，公投一旦獲通過，瑞士央行只有兩項選擇，一

是出售大量外匯資產，減少資產負債表規模，提高
黃金儲備比率；另一選擇是大量增持黃金，但每增
持1盎司黃金，央行資產規模便會上升，可謂一個
「無底深潭」。
早前有分析員估計，瑞士央行可能要買入約1,783

噸黃金才能達到20%目標，相當於直至2019年為
止，每年從市場購入10%的新開採黃金。2009年印
度央行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購200噸黃金的
消息傳出後，金價在一個月內飆升15%，可想而知
瑞士央行買金對環球金市的衝擊。
此外，在20%規定下，瑞士央行若要維持每歐元

兌1.2瑞郎的匯率，便需要在買入歐元的同時購入
相同比例的黃金，或迫使央行採取負利率等其他非
常規措施控制瑞郎升幅。分析員也指，假如央行被
限制出售黃金儲備，便會令這些黃金失去應急的作
用，損害瑞士央行的市場信譽。
瑞士研究機構gfs.bern昨日公布最新民調結果，

支持增加黃金儲備比率的選民從上月的44%跌至
38%，反對的選民則由38%增至47%，另有15%表
示未決定或未有回答。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瑞士增金儲公投瑞士增金儲公投
或衝擊全球金市或衝擊全球金市

阻央行遏瑞郎升值

瑞士本月30日將舉行公投，決定瑞士央行是否需要將黃金儲備比率，提升至資產負債

表總值的20%。瑞士政府及各大政黨幾乎一致反對，指此舉將削弱央行調控市場能力，

亦會嚴重削弱央行阻止瑞士法郎升值的能力。環球投資者亦關注公投結果，因為若公投

通過增持，勢必推高全球金價及黃金需求，衝擊金融市場。

日本再陷經濟衰退，日本央行
昨日舉行貨幣政策會議後，一如
所料維持大規模寬鬆政策不變。

雖然首相安倍晉三日前公開承認
近期經濟數字不理想，但央行依
然維持對經濟前景的樂觀評估，
形容經濟整體仍保持溫和復甦趨
勢，預料4月上調消費稅造成的
經濟表現下滑僅屬暫時性。日圓
昨日繼續受壓，兌美元跌至117.7
日圓，每百日圓兌港元更跌至
6.5912。

料下財年再出招
日央行在上月31日的會議中，

以5票贊成、4票反對的輕微優
勢，通過擴大量化寬鬆(QE)，把
資產購買規模提升至破紀錄的每
年80萬億日圓(約5.3萬億港元)。
央行理事會在昨日的投票中，以
8票贊成、1票反對，決定維持買
債規模不變，反映在日本經濟響
起警號下，央行內部意見傾向刺

激措施一方。
三菱UFJ摩根士丹利證券公司
高級債券策略師六車治美認為，
主張寬鬆貨幣政策的日央行行長
黑田東彥有望「鬆一口氣」，
為他今後再推出新一輪刺激措
施鋪路，並估計央行可能在
下個財年的下半年再出招。
Capital Economics 日 本

經濟專家蒂埃里恩特指
出，日央行會後聲明對
經濟前景的論調顯得
更為樂觀，不過對通
脹預期則變得審慎，
認為通脹短期內會
維 持 當 前 1.0% 水
平。
■《華爾街日報》/

彭博通訊社/
法新社

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被
視為該國下任總統大熱，但礙
於憲法無法參選。昂山領導的
全國民主聯盟(NLD)昨日表示，
由於在國會議席不足，承認不
可能成功爭取修憲，意味昂山
將無緣競逐明年大選。昂山本
人則表示尊重修憲時間表，僅
期望軍方更貼近民主，當地傳
媒認為其言論等同「認輸」。
NLD發言人年溫指，軍方在
國會擁有否決權，聯盟不可能
通過修憲，但仍會繼續以各種
運動爭取。陸軍中校苗達溫昨
日表明，不能讓與外國人結合
或別有用心的人成為總統，否
則便會淪為外國勢力傀儡，因

此反對修憲。
國會議長瑞曼前日

稱，明年5月將公投
決定修憲，但大選前
不會正式修改條文。
昂山形容有關日程屬
「正常程序」，期望
軍方能以切合民主的
形式修憲。
緬甸憲法第 59 條

規定，配偶或子女擁有外國國
籍者不得參選總統，被視為針
對嫁給英國人、育有兩名英籍
兒子的昂山。美國總統奧巴馬
早前訪緬時，曾促請緬甸修
憲，放寬對總統候選人的資格
限制，被認為是暗中替昂山

「助選」。

修憲需3/4議員同意
另外，緬甸憲法亦保障軍方

於國會享有最少1/4議席，而修
憲議案需3/4議員同意才能通
過，意味軍方牢牢掌握修憲否
決權。 ■法新社

日 本 首
相安倍晉三前

日宣布解散眾議
院，提前於下月14

日舉行大選，外界批評
安倍倉卒提前大選只為謀

求鞏固權力，狠批他浪費逾
600億日圓(約39.5億港元)公帑。

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昨日反駁，稱
提前大選在首相權力之內，而首相尋求

選民意見更是自然不過。
日本政府債台高築，加上3年前「311」

地震對經濟造成的衝擊至今未修復，分析認

為安倍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提前大選，是出
於政治目的。在野黨「眾人之黨」黨魁淺尾
慶一郎批評，安倍政府應推出經濟政策解決
問題，而非耗費大量公帑籌備選舉。
「311」地震重災區之一的岩手縣知事達

增拓也亦批評安倍不分輕重，「在日本仍需
經濟刺激措施之際，製造政治真空實在不合
時宜。」
安倍早前指，押後加稅是重大政策改變，

有必要透過選舉「問信於民」。然而不少評
論員指出，加稅法案的條文本身容許在位首
相在認為經濟欠佳的情況下押後加稅，直斥
安倍根本無需選民額外授權。 ■法新社

兩名巴勒斯坦人前日闖入耶路撒冷一座猶太會堂襲
擊祈禱信眾，造成5人死亡。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矢言作出果斷回應後，大批以軍昨日清晨開入東耶路
撒冷，拆毀涉及上月一宗襲擊的巴人疑犯住所。
猶太會堂遇襲後，內塔尼亞胡前晚表示：「我已下

令摧毀發動猶太會堂屠殺的巴人住所，並加快拆毀涉
及早前襲擊的巴人寓所。」數小時後，以軍開入東耶
路撒冷錫勒萬地區，摧毀巴人男子沙盧迪一家居住的3
層高房屋。他涉嫌於上月22日在耶路撒冷駕車撞向一
個輕鐵列車月台，撞死一名以色列女子和一名嬰兒，
逃走時遭警方擊斃。
據法新社記者報道，沙盧迪的住所被以軍夷為平

地，現場剩下一堆瓦礫，其家人已預先離開，前往親
戚家中。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洪都拉斯19歲選美冠軍阿爾瓦拉
多原定在剛過去的周日啟程前往倫
敦，參加世界小姐決賽，但她與23
歲姊姊特立尼達上周四起突然失
蹤。洪都拉斯警方昨日在西北部城
市聖巴巴拉一條河流附近發現兩人
被埋葬的屍體，並以涉嫌謀殺罪拘
捕特立尼達的男友路易斯。
警方表示，阿爾瓦拉多與特立尼

達上周四慶祝路易斯生日後，登上
一架無牌汽車離開，自此下落不
明。經過全面搜索後，警方在河邊
發現她們的屍體，並找到疑似兇器
和運送兩人至埋屍地點的汽車。

■法新社/美聯社

日續泵水 圓匯兌港元6.59

提前大選 安倍燒40億公帑

緬修憲無望
昂山勢無緣角逐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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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普京（（左左））會見崔龍海會見崔龍海，，後者後者
轉達了金正恩的親筆信轉達了金正恩的親筆信。。 新華社新華社

■■新任美駐俄
大使特福特

■美元兌日圓跌穿117。 法新社

■涉嫌殺害阿爾瓦拉多(左圖)的路
易斯被捕(右圖)。 法新社

■奧巴馬曾促請緬甸修憲，被認為是暗
中替昂山「助選」。 新華社

■■巴人沙盧迪一家的住所被以軍摧毀巴人沙盧迪一家的住所被以軍摧毀。。 路透社路透社

■■若公投通過若公投通過，，
瑞士央行黃金儲瑞士央行黃金儲
備比例將大增兩備比例將大增兩
倍倍。。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