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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財長在財長會議中拍瓦
魯法基斯的肩膀。
魯法基斯的肩膀
。
路透社

希臘還債期限
迫在眉睫，但與
國際債權人的談
判前景繼續陰霾
密布，雙方經過
兩日馬拉松式激
烈討論後，依然
未能取得共識。

恐違歐盟法規
希債危機拖累希臘銀行業連日流失大量存款，
被迫依賴歐洲央行的緊急流動性援助(ELA)「吊
命」。消息指有歐央行理事質疑，應否繼續向希
臘銀行提供資金，令希臘銀行體系可能面臨「斷
水」風險。

歐央行理事兼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向歐元區
其他央行行長表示，歐央行的緊急注資已成為
希臘銀行唯一資金來源，而這些銀行借錢給希
臘政府，質疑情況等同歐央行向希臘政府注
資，有違歐盟法規。若歐央行理事會 2/3 理事
同意，便可限制向希銀注資。

歐盟峰會料為希債拍板
希臘欠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 16 億歐
元(約 139 億港元)債務下周二到期，意味希臘
最遲今日與債權人達成協議，以便國會有時間
為新改革方案立法。《華爾街日報》指，希臘
方案主要依賴加稅，但債權人要求希臘進一步
削支。希臘官員強調已就退休金、薪酬及稅項
等「紅線」讓步，批評債權人無意達成共識。

美股早段升 點
消費者開支增

希債馬拉松式談判無果
德質疑注資希銀

希債談
判前景不
# 明朗，投
資者態度
轉趨審慎，美國上月消
費 者 開 支 增 加 0.9% ，
創 2009 年 8 月以來最大
升幅，帶動美股昨早段
微升。道瓊斯工業平均
指數早段報 17,995 點，
升 29 點；標準普爾 500
指 數 報 2,111 點 ， 升 3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報5,133點，升10點。
希債陰霾拖累歐股下
跌。英國富時 100 指數
中段報 6,809 點，跌 35
點；法國 CAC 指數報
5,009 點，跌 35 點；德
國 DAX 指 數 報 11,401
點，跌69點。
■彭博通訊社/
法新社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與國際債權人
昨日繼續談判，有歐元區高官透
露，在昨日下午歐元集團財長會
議舉行前 30 分鐘，希臘財長瓦魯
法基斯才向債權人交出新方
案。
歐盟昨召開一連兩日峰
會，料為希債談判拍板定
案。有官員稱，歐盟委員
會、IMF 及歐央行對希臘
甚感不滿，稱目前看不到
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情況
相當嚴峻。
■英國《金融時報》/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德國質疑向希銀注資恐違歐
盟法規。
盟法規
。圖為總理默克爾
圖為總理默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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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認衰 允人質家屬付贖金
反對者憂壯大恐怖組織 威脅更多美國人安全

去年有
多名美國人
質先後被極
端組織「伊拉
克和黎凡特伊斯
蘭 國 」 (ISIL) 處

2014 年 11 月

美國人質卡西格遭 ISIL 處
決。卡西格是退役美軍，2007 年派駐伊拉
克，之後在中東從事醫療救援工作，2013 年
10月在敘利亞被擄。

決，令美國拒付
贖金的人質政策
受到質疑。總統
奧巴馬前日承認政
府在處 理 人 質 事 件上
令家屬失望，宣布修改
政策，政府不會再干涉
家屬與綁匪聯絡及交贖
金。有人質家屬對決定

屢次救人質失敗
2014 年 8 月 「伊斯蘭國」(ISIL)發放美國記者福利遭斬首的片段，聲稱報
復美軍空襲伊拉克。40 歲的福利在中東工作 5 年，主要報道敘利亞衝突，
2012年11月被綁架。

表示歡迎，認為
有助拯救人質，
但反對者質疑
此舉只會壯大
恐怖分子，威
脅更多美國人的
安全。

奧巴馬前日在白宮與多名人質家屬會面後頒布行政命令，
容許政府官員、人質家屬和協助家屬的第三方與綁匪談

判，日後若家屬選擇向綁匪支付贖金，政府亦不會提出檢
控。奧巴馬強調，美國不會向恐怖分子讓步或支付贖金的
立場並未改變。

立場矛盾 逾 30 人仍被挾持
奧巴馬同時宣布設立一個跨部門小組，專責在人質事件上
協助家屬，同時致力找出人質位置及救出人質，中央
辦公室將設在聯邦調查局(FBI)內。奧巴馬稱自
2001 年「911」恐襲以來，有超過 80 名美
國人在海外被綁架，當中逾半數最終獲
釋回家。白宮國土安全顧問莫納科表
示，估計目前有超過 30 名美國人仍然
被挾持。
新政策雖得到人質家屬的支持，但
亦惹來不少反對聲音。共和黨籍眾

2014 年 9 月 曾為《時代》周刊等雜誌供稿的 31 歲美
國記者索特洛夫被ISIL 斬首。他 2013年在敘利亞被擄，美
國政府曾花大量時間和資源試圖營救，均未成功。

議院議長博納表示，美國 200 年來都拒絕向恐怖分子談判和支付
贖金，一旦改變這個做法，將會威脅更多美國人的安全。評論亦
認為奧巴馬的決定將令美國政府立場變得自相矛盾，一方面堅持
認為支付贖金做法不可取，另一方面卻尊重家屬付贖金的意願。
美國政府一直堅稱支付贖金等同向恐怖分子屈服，只會鼓勵對
方再接再厲綁架更多美國人。有人質家屬去年試圖籌集資金交贖
款，美國政府隨即介入，更威嚇家屬若私下付贖金便會提出檢
控，引起輿論炮轟政府做法。歐洲多國近年亦經常以私下付贖金
的方式，救回被綁架的本國公民，亦引起美國人對政府人質政策
的不滿。

2014 年 12 月

33 歲攝影記者薩默斯 2013
年 9 月在也門首都薩那被恐怖組織「基地」阿
拉伯半島分支(AQAP)擄走，美軍海豹突擊隊
聯同也門軍方營救，但殺死所有武裝分子
後，發現薩默斯及南非籍人質已身亡。

曾 5 囚犯換士兵 疑大細超
奧巴馬政府去年曾違背不與恐怖分子談判的政策，以 5 名囚犯
向塔利班交換被擄的美國陸軍中士貝里達爾，引起美國社會熱
議。當時共和黨強烈批評奧巴馬說一套做一套，其他人質家屬亦
質疑為何軍人會受到優待。
■《紐約時報》/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2015 年 1 月 美軍在巴基斯坦接壤阿富汗
邊境執行空襲時，意外炸死被「基地」挾持的
73 歲美國籍重建專家溫斯坦（上圖）和意大利
籍救援人員波爾托。兩人在巴基斯坦進行人
道救援工作，分別於2011和2012年被擄。

設小組粉飾門面 無助救人質

■ 奧巴馬前日承認政
府在處理人質事件上
令家屬失望。
令家屬失望
。 美聯社

美國政府在處理人質事件上一直被家屬批
評無法提供有用訊息，各部門有時更給出
自相矛盾的指引，有家屬更形容感到被當
成製造麻煩或造成安全威脅。雖然奧巴馬
宣布特別成立跨部門小組，協調各部門人
手及與家屬溝通，但有輿論批評做法只是
粉飾門面，無助救回人質。
新設立的跨部門小組「山頭林立」，雖然由聯
邦調查局(FBI)的高級官員領導，但也有來自中
情局(CIA)、五角大樓和國務院的代表，還有外

交人員和人質家屬參與。《外交政策》總編德雷曾認
為，小組最失敗之處是沒一個實際「話事人」，家屬
和各政府部門都有各自的看法和立場，對改善問題沒
實際幫助。
共和黨議員亨特認為 FBI 沒能力令來自國防部和國
務院的副手聽從命令，故白宮今次決定僅證明他們沒
意識到真正的問題，現在做法只是在「粉飾門面」，
必須作出更大規模的改變。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TheDailyBeast網站/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美「快速通道」過關
TPP 表決恐撞大選年

美國國會幾經波折下，前日通過俗稱
「快速通道」的貿易促進授權法案
(TPA)，有利總統奧巴馬推進「跨太平洋
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
TPP是奧巴馬致力爭取的主要政績，但考
慮到目前談判進度，國會很可能在明年大
選年才能就 TPP 表決，有關議題勢成為
大選焦點之一，令TPP前景更不明朗。
TPA 授 予 華 府 對 貿 易 談 判 的 重 大 權
力，國會無權對最終協議作任何修訂，只
能直接表決。眾議院民主黨人早前否決

TPA 一項綑綁法案，反映奧巴馬與民主
黨分歧嚴重。TPA 最終在共和黨護航下
於參眾兩院通過，象徵一度瀕臨破裂的
TPP「起死回生」。
美國傳媒普遍認為，TPA 獲通過象徵
奧巴馬及共和黨的勝利，前者可繼續推進
這項重要貿易協議，共和黨人則可在大選
前，證明自己並非「有破壞無建設」。然
而分析指出，如何說服日本開放農業市場
非常棘手，加上民主黨人勢必阻撓，意味
TPP前路仍荊棘滿途。一旦拖至明年才表

決，各黨派政客考慮到大選必定把 TPP
放到顯微鏡下審視，進一步增添變數。

希拉里恐被翻舊賬
另一邊廂，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
名的希拉里任國務卿期間，是 TPP 主要
推手，更一度形容它是貿易協定黃金標
準。如今她堅持國會應爭取更好的 TPP
條款，保障美國人職位，一旦 TPP 成為
大選焦點議題，她勢必被對手翻舊賬。
■美聯社/法新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2015 年 2 月 26 歲美國女義工米勒 2013 年
8 月進入敘利亞，為「無國界醫生」設施修理
電腦網絡，回程時被 ISIL 俘虜。美國多次嘗
試營救但均告失敗。ISIL聲稱米勒死於約旦的
空襲中，美國則指米勒被ISIL所殺。

緬國會否決修憲
昂山總統夢碎
緬甸年底舉
行總統大選，
70 歲反對派領
袖昂山素姬領
導的全國民主
聯 盟 (NLD) 爭
取修憲，讓昂
■ 昂山在動議案
山能夠參加大
中投票。
中投票
。 美聯社
選。國會經 3
日辯論後，昨
日否決動議，意味昂山將無緣參選。昂山坦
言對結果不感意外，稱這顯示只要軍方反

對，憲法根本無法修改，又指反對派將集中
精力備選，呼籲國民不要絕望。
緬甸憲法禁止參選總統人士配偶或子女擁
有外國國籍，因此已故丈夫及兩名兒子均為
英籍的昂山被禁參選。任何修憲動議必須在
國會獲 75%議員贊成才能付諸公投，但憲法
同時規定軍方擁有最少 25%議席，意味軍方
實際上對修憲擁有否決權。NLD 動議把修憲
門檻降至 70%議員同意，並修改令昂山無法
參選的條文，方案最終僅獲 388 票支持，佔議
員總數約60%，未達修憲門檻而遭否決。
■美聯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