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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於1990年由北約及前華沙公約成員國共同簽署，以裁減常規軍
備，但條款隨着北約東擴而引起爭議。俄總統普京2007年7月宣

布暫停執行條約，同年12月正式生效，俄方此後只參與協商小組活
動，但仍然是條約簽署國。

批北約東擴 繞過條約限制
俄外交部前日發表聲明，批評北約通過東擴繞過條約限制，俄方過
去數年繼續參與小組，只為訂立新的常規武器管制協議，但期望最終
落空，小組會議更變成西方施壓的場合，損害俄國利益，已請求小組
另一成員國白俄羅斯未來代莫斯科在會議上發言。
俄高級外交官馬祖爾前日指協商小組甚少開會，加上西方經常借會
議施壓，會議對俄羅斯已失去意義，故決定終止參與小組會議，形容
此舉是完成俄方2007年暫停執行條約的決定。
英國《簡氏防務周刊》編輯費爾斯特德表示，俄羅斯的舉動有如向
西方摑了一記耳光，但認為俄方1990年代在車臣以至近期在烏克蘭的
行為已違反條約。馬祖爾強調俄羅斯仍對繼續談判限武持開放態度，
前提是協議符合俄方及歐洲各國利益。俄外交部昨日表示，不認為北

約目前有意談判。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昨表示條約有助協商軍備
控制，十分重要，對俄不再參與協商小組感到失望。

與北約增黑海軍力 稱有權部署核武
在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即將一周年之際，包括美國及德國等7個北
約成員國在黑海舉行海軍快速應變部隊演習，而俄軍日前已增派艦隻
到黑海及在克里米亞舉行軍演，有報道指俄國運送流動
彈道導彈到克里米亞，足以攻擊黑海上任何目標。
俄外交部軍備控制部門主任烏里揚諾夫昨日更揚

言，俄方「原則上」有權在克里米亞部署核武，但
強調現時沒計劃部署。
■英國《金融時報》/法新社/路透社/白俄

羅斯通訊社/俄
羅斯衛星網/In-
serbia 網 站/
Blasternews 網
站

《歐洲常規武裝力量
條約》(CFE)又稱《歐洲
常規裁軍條約》，在

1990年由16個北約成員國及6個華沙
公約成員國共同簽訂，屬兩大軍事集
團簽署的首項軍備控制條約，限制雙
方的常規軍力。
條約管制兩大集團的坦克、裝甲
車、大炮、戰機及攻擊直升機5種重
型裝備的數量，限制範圍由大西洋到
俄羅斯烏拉爾山脈，並由擁有較多武
器的優勢一方，即華約先行裁減軍
備。

不過，蘇聯及華約於條約簽訂翌年
先後解體及解散，令俄羅斯軍力驟
減，俄方一直尋求修改條約，但遭北
約國家反對。北約1999及2004年兩度
東擴，納入多個前蘇聯衛星國，令雙
方軍力進一步懸殊。
各國1999年達成協議修改條約，但

北約多次以俄羅斯在格魯吉亞及摩爾
多瓦部署軍力為由不予執行。直至
2007年，只有俄羅斯、白俄羅斯、哈
薩克及烏克蘭4個國家確認修訂，俄
羅斯遂於2007年起暫停執行條約。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網站

俄羅斯宣布停止參與《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CFE)協商小組的活動，英國皇家聯合
防務研究所(RUSI)俄羅斯軍事專家蘇佳金分析，俄羅斯與北約自烏克蘭危機後，已
結束多個溝通渠道，俄方亦傾向在西方重視的議題上刻意拒絕合作，而協商
小組過去會討論北約及俄羅斯關心的議題，能提高雙方互信，俄方退
出或會向西方傳達不友善及不願溝通的訊息，加上雙方溝通渠
道日減，令西方更添緊張，局勢最終可能失衡。
自1990年代起，俄羅斯便不斷表示受北約圍
堵，北約1999年開始東擴後，俄羅斯與北
約更互相指責違反條約，北約多國亦
拒絕俄羅斯的要求，無意接納
經修訂的條約。
■英國《金融

時報》

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因烏克蘭危機導致關係長期緊張，俄外交部前日突然宣布，昨日起停止參與限武條約《歐洲常

規武裝力量條約》(CFE)的聯合協商小組，但願意與西方商討新的限武協議。與此同時，北約及俄羅斯雙雙加強在黑

海一帶的軍力部署，俄方更聲稱有權在克里米亞部署核武，令地緣政治局勢急劇升溫。 拒
西
方
施
壓西方添緊張 局勢恐失衡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不理日
本政府反對，昨日高調到訪克里米
亞。由於他是用俄羅斯簽證入境，加
上其前首相身份，可能令國際社會誤
以為日方支持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
日本政府因此強烈反對。內閣官房長
官菅義偉批評鳩山「作為曾出任首相
的政客，此舉太過輕率，對此感到十
分遺憾。」同時指日本不承認俄國單
方面吞併克里米亞，強調鳩山之行與
當局立場嚴重背道而馳。
鳩山則稱要親身了解當地人對併入

俄羅斯的感受。共同社評論指，鳩山
雖在日本政壇喪失影響力，但在國際

社會上仍被視為日本前首相，此行對
於克里米亞是極好的宣傳，以彰顯國
際社會逐漸承認俄國的吞併。

■路透社/共同社

美國最新經濟數據導致憂慮聯儲局很大機會提早在6
月加息，加上歐洲央行擴大寬鬆措施，令美元匯價持續
飆升，歐元匯價前日一度跌穿1.07美元水平，進一步逼
近一算關口。德意志銀行甚至警告，歐元可能在明年跌
至0.9美元水平，到2017年更會低見0.85美元。聯儲局
將於下周三議息，分析預期在會議結束前，歐美金融市
場仍會持續波動一段時間。

美股早段升45點 新興幣受壓
美股前日因美元強勢導致急挫300點，道瓊斯工業平
均指數和標準普爾500指數均蒸發了本年至今的升幅
後，美股昨早段反彈。道瓊斯工業平均數早段報17,707

點，升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046點，升2點；納
斯達克綜合指數報4,863點，升3點。歐股全線向上，英
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712點，升9點；法國CAC指數
報4,969點，升87點；德國DAX指數報11,699點，升
199點。
歐元自年初至今已累跌13.1%，分析員對歐元貶值速
度之快感到震驚，英國《金融時報》去年12月訪問32位
歐元區經濟學者時，只有1人預計歐元將於今年內跌至
一算。
加拿大皇家銀行資本市場高級外匯策略師里格諾思

稱，歐元下滑主要是因為美元走強而非歐元疲弱。《華
盛頓郵報》經濟事務專欄作家奧布賴恩也認為，除非兩

地貨幣政策差距縮小，否則歐
元跌勢難止。
美元強勢亦令幾乎所有新興市

場貨幣受壓，南非、巴西及土耳
其貨幣兌美元分別創新低，前兩
者更跌至13年及10年多低位，
澳元昨日亦跌至0.7588美元的6
年低位。泰國央行昨日跟隨中國
和印度央行寬鬆步伐，突然宣布
減息1/4厘，令標準利率降至
1.75厘，泰銖應聲下跌，兌美元
跌至1月中以來低位。■法新社/
彭博通訊社/CNBC/《華盛頓郵
報》/英國《金融時報》

有「聯儲局傳聲筒」之稱的《華爾街日報》記者
希爾森拉特前日撰文指，聯儲局下周議息會議聲明
中，將一如市場所料刪走「保持耐心」的字眼，為
6月加息鋪路，他又指會議內容將聚焦息率前瞻指
引及影響加息決定的通脹前景。
報道指聯儲局官員在近日曾公開表示，希望放棄
「保持耐心」的承諾，以擺脫寬
鬆貨幣政策階段。去年12
月議息會議後，主席耶
倫亦曾表示「保持耐
心」字眼意味局方
不會在未來兩次
會議加息。
然而即使下周

議息聲明刪走這
用字，也不意
味局方一定會
在6月加息，因
為耶倫上月出席
國會聽證會時曾
表示，通脹數據
將是影響加息決定
的因素之一。她當
時表示，加息前希望
對通脹能回復至2%目
標持有「適度信心」，
這番言論有可能出現在下
周的聲明。

■《華爾街日報》

《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

前首相訪克里米亞
遭日政府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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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急貶逼一算 美股前日瀉300點 聯
儲
局
下
周
議
息
或
為
6
月
加
息
鋪
路

話你知

■俄 2007 年暫停執行條
約，前日宣布退出條約協商
小組。

俄羅斯總統俄羅斯總統普京普京

蘋果公司旗下的網絡服務，包括iTunes、App Store等，於香
港時間昨日下午5時起發生全球性大規模故障，直至今日凌晨
1時左右仍未恢復，估計包括香港在內的全球超過40個國家及
地區受影響。今次故障持續超過8個小時，非常罕見，但蘋果
直至截稿前仍未回應傳媒查詢，亦沒有公布故障原因。
受影響的蘋果網上服務包括iTunes、App Store、iBooks、

Mac App Store。iCloud和iCloud郵件服務亦於同一時間出現
故障，無法登入，但於昨晚9時前恢復正常。本身用來提供蘋
果服務在線狀態的蘋果支援服務網頁亦一度無法登入，至晚上
10時45分才恢復。
至於其他蘋果網絡服務如FaceTime、訊息及Apple TV則未
受影響。故障期間，iPad和iPhone用家均無法使用相關服務下
載音樂、安裝或更新應用程式(app)，有科技網站估計，蘋果在故
障期間每小時損失220萬美元(約1,708萬港元)收入。

■法新社/美聯社/ZDNet

蘋果蘋果iTunesiTunes、、App StoreApp Store

全晚故障全晚故障

■鳩山參觀克里米亞的少數族
裔博物館。 美聯社

■■《《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管制坦克管制坦克、、裝甲車裝甲車、、大炮大炮、、戰機及攻擊直升機的數量戰機及攻擊直升機的數量。。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俄國稱有權在克里
米亞部署核武。圖為
俄軍艦去年在當地演
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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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nes Store■iTunes Store：：
未能處理購買服未能處理購買服

務務

■蘋果官網：
所有使用者皆
受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