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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宗教個人自由」
法煞停布堅尼禁令
法國接連發生恐襲後，約 30 個東南
沿海城鎮先後實施禁令，禁止在海灘
穿上包裹全身的穆斯林泳衣「布堅
尼」，禁令引起廣泛爭議，被指是針
對伊斯蘭教。有人權組織早前入稟法
國最高行政法院，要求撤銷南部城鎮
盧貝新城的布堅尼禁令，法院昨日初
步裁定禁令侵犯宗教自由及個人自
由，下令暫停實施。雖然法院仍要數
月時間才會作出最終裁決，但相信會

■倫敦民眾在法國使館
外示威，
外示威
，反對布堅尼禁
令。
法新社//路透社
法新社

為同類案件立下案例。
布堅尼是一種全身泳裝，只露出臉
部、手掌及腳掌，一般是穆斯林婦女
穿着。支持禁令的人認為必須捍衛法
國政教分離原則，又認為禁令有助當
局反恐。

薩科齊倘回朝 勢全國施禁
但反對聲音認為，禁令威脅女權，
要求當局撤銷禁令。法國人權聯盟

(LDH)及反仇視伊斯蘭團體早前曾入稟
尼斯法院，但法庭最終駁回上訴。
法國政府官員意見亦分歧，總理瓦
爾斯支持禁令，認為布堅尼有宗教意
義，但教育部長則反對禁令。早前宣
佈角逐明年總統大選的前總統薩科齊
前日表示，如果成功回朝，會在全國
實施「布堅尼」禁令，表明要捍衛法
國價值觀及強硬處理移民問題。
■美聯社/路透社

央行年會揭幕 「美經濟正接近局方目標」

耶倫：加息條件已增強
本年度全球央行年會於美國時間前日在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揭

幕，今年主題是「為未來設計具彈性的貨幣政策框架」。鑑於美
國聯儲局官員近期頻頻發表鷹派言論，為加息「造勢」，主席耶
倫於本港時間昨晚 10 時在會上發表演說，她表示，基於勞動市
場持續改善及預期經濟溫和增長，美國經濟正接近聯儲局的最大
就業及價格穩定目標，美國加息的條件近月已增強。

美股早段升111點

示威者不滿犧牲窮人利益

在耶倫發言後，美股昨日進一步造好，道瓊
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8,559點，升111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181點，升8點；納斯達
克綜合指數報5,250點，升37點。歐股全線上
揚，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850點，升33
點；法國 CAC 指數報 4,444 點，升 38 點；德
國DAX指數報10,589點，升59點。
各國央行會上討論貨幣政策的成效，以及
在全球市場波動及英國公投脫歐下，如何提
振全球經濟。主持今屆年會的堪薩斯城聯邦
儲備銀行主席喬治前日表示，參考近期經濟
數據及經濟復甦步伐，認為美國正接近全民
就業，表示會在下月 20 及 21 日的
議息會議中支持加息。
除喬治外，耶倫兩
名親密盟友、紐約聯
儲銀行主席達德利及
聯儲局副主席費希
爾，上周亦先後表
示，隨着經濟復
甦，加息時機
已經成熟。芝
加哥聯儲銀
行行長埃文
斯則較謹
慎，認為

社區組織與勞工盟網絡「Fed Up」約 120
名成員前日在會場外示威，他們穿上印有
「我們需要一個屬於人民的聯儲
局」及「提升工資」等標語的 T
恤，不滿局方犧牲窮人利益。
參與示威的經濟政策研究所發
言人克勞福德表示，希望聯
儲局高層作出利率決定時，
能顧及貧困民眾。
■美聯社/路透社//CNBC
英國《金融時報》/
彭博通訊社

紐約聯儲銀行主席達德利
■加息時機已成熟

聯儲局副主席費希爾
■加息時機已成熟

地震後，一名頭巾染血的修女癱坐重
災區阿馬特里切路邊的照片，成為劫後
餘生的寫照。她前日受訪時，表示拍照
一刻正用手機傳短訊給家人報平安，又
說自己地震時本來以為必死無疑，但獲
一名男士從瓦礫中救出，形容對方是她
的「天使」。
■《每日郵報》

美艦向伊朗艦艇開火示警

美軍巡邏艇「暴風」號及「暴風
雪」號周三於波斯灣北部航行期間，
多次遭伊朗船艦駛近騷擾。當中最嚴
重的一次，一艘伊朗革命衛隊攻擊艇
無視美方無線電及擴音器警告，駛進
其中一艘美軍巡邏艇的 200 米範圍，
「暴風」號的士兵隨即用點50口徑機
關槍開火示警，令伊軍船隻離開。
美軍第五艦隊發言人厄本表示，美
方當時向伊朗艦船多次發出無線電警
告，並發放曳光彈，但伊朗艦船仍繼

守護長期增長
央行貨幣政策或變招
耶倫
■加息步伐應
「循序漸進
循序漸進」
」

意 4 億元緊急援助
檢討抗震建築標準

意大利中部 6.2 級地震死亡人數昨
日增至 267 人，當局向災區發出緊急
狀態令，並提供5,000萬歐元(約4.4億
港元)緊急援助。總理倫齊宣佈會檢討
抗震建築標準，但稱意大利大部分市
鎮於中世紀時代建造，難以在短時間
內改為符合現代抗震標準建築。

■ 示威者在會場外示威
示威者在會場外示威，
，
「 我們需要一個屬於人民
的聯儲局」。
的聯儲局
」。
彭博社

續迎面駛近。他批評伊朗船隻違反國
際規定的安全航海指引，稱對方當時
很可能與美軍艦隊相撞。
第二宗事故發生在同日較早時，3
艘伊朗船隻從「暴風雪」號船首前不
到 600 米內駛過，造成相撞危險。第
三宗事件則涉及美軍導彈驅逐艦「斯
托特」號，一艘伊軍快艇採取「不安
全攔截」行動，在近距離橫越驅逐艦
船首。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傳統思維是局限於短期，試圖透
過調整短期息率，達至特定經濟目標。但目前各央行官員
面對角色上的轉變，在面對經濟預期增長低、持續通縮、
企業投資意慾不足等大環境下，聯儲局正苦思財政及生產
力等長期政策，承擔守護經濟長期增長的責任。
事實上，各國央行均同意貨幣政策只有短期效用，對長
期經濟增長及提高生產力作用不大。有意見認為，隨着
世界經濟出現新形勢，央行可打破數十年的傳統，考慮
採用非常規政策工具，例如設定經濟增長目標、永久實
施負利率，甚至大規模向市場注入現金，從而刺激通
脹。
曾擔任聯儲銀行行長的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經濟
系教授克羅什內爾表示，他 2009 年離開聯儲局時，局
方只想維持超低利率一段時間，相信無人會想到維持
了 7、8 年。但他承認，要求聯儲局設定政策目標及運
用適當工具處理長期問題，並不容易，「若要求央行
做一些長遠事情，那什麼是正確框架，資產負債應如
何，目標是什麼，還有用什麼工具實現？」 ■路透社

玻礦工罷工
副內長圖調停遭虐殺

玻利維亞近日有礦工為
爭取權益罷工，並封鎖一
條高速公路，副內政部長
伊利亞內斯前日到罷工現
場試圖調解爭端時，被礦
工綁架，更慘遭虐打至
死。事件震驚玻利維亞全
國，當局表示已經查出殺
害伊利亞內斯的黑手，誓
言必定將兇徒繩之以法。
56 歲的伊利亞內斯前日
■公路爆衝突
前往西部城市潘杜羅，試
圖與礦工談判，但他抵埗後立即被礦工綁架。當日中午他一度受訪表示安全，但不久
後便傳出死訊。當局證實伊利亞內斯遇害，內政部長羅梅羅形容兇徒行為「殘暴」，
並要求礦工交出他的遺體。
玻利維亞全國約有 10 萬名礦工，早前礦工示威要求當局修例，發出更多採礦特許、
容許礦工為私人公司工作，並提高工會代表權，但由於政府拒絕讓步，令談判膠着。
曾經支持總統莫拉萊斯的國家礦業合作社聯盟之後宣佈發動無限期示威，礦工周一更
佔領一條高速公路，令數千人滯留，在周三的衝突中，兩名礦工被殺。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日本總務省昨日公佈的數字顯
示，日本 7 月份核心消費者價格指
數(CPI)連跌 5 個月，按年跌 0.5%，
較市場預期差，跌幅是自 2013 年 3
月以來最大。
在國際油價持續偏軟下，日本上
月汽油價格及電費，按年分別下跌
14.8%及 8.2%，是上月 CPI 下跌的
主要原因。同時，由於全球金融市
場今年初起一直動盪，加上英國 6
月公投脫歐，投資者紛紛購入日圓
避險，導致日圓持續升值，令日本
進口商品價格持續面對下行壓力。
此外，日本國民薪金並無明顯增
長，本地需求因此降低，令情況雪
上加霜。
分析人士認為，由於日本國內需
求萎靡，加上國際油價持續在低位
徘徊，今年日本 CPI 或維持在負增
長區間內。日本經濟研究中心訪問
多位經濟師，逾半預期日本央行將
於下月或 10 月擴大量化寬鬆(QE)規
模，以刺激經濟。
■法新社

跌幅 年最勁
CPI

息的看法。耶倫表示，雖然經濟增長速度並
非太快，但已足以帶動勞動市場進一步改
善。聯儲局預期未來數年，美國實質國內生
產總值(Real GDP)呈現溫和增長，通脹升至
2%的目標，不過局方仍認為未來加息步伐應
是「循序漸進」，貨幣政策亦會保持彈性，
以因應經濟狀況可能急速轉變。

各界理應對加息保持耐性，通脹才有更大機
會達到局方定下的2%目標。
DMJ Advisors 首席經濟師瓊斯認為，聯儲
局官員近日頻頻放風撐加息，顯示下月加息
的機會增加。投資者同樣憧憬局方短期內加
息，期貨市場顯示，在 6 月英國公投脫歐
後，預計 9 月加息的可能性為零，兩周前已
升至 16%，隨着聯儲官員鷹派言論增加，最
新已倍升至32%。

日核心

儘管耶倫未有說明局方加息時機，但她
的言論明顯加強外界對於今年稍後加

3

落斜炒單車
維珍老闆拋墮重傷
英國維珍航空
老闆布蘭森險因
單車意外喪命 ！
他周一在英屬維
爾京群島踩單車
落斜時 ，高速鏟
上一個減速壆 ，
布蘭森連人帶車
被拋起墮地重
傷。他事後被緊
急送往佛羅里達
州搶救，證實左邊頰骨裂開，韌帶斷裂，無
生命危險。
布蘭森表示，事發時周圍環境漆黑，未有
為意鏟上減速壆，「下一剎那我便發現自己
整個飛到手把上，人生如走馬燈般浮現眼
前。我的頭部向石屎地墜下，我以為真的死
定了，幸好最終只是傷及肩膀和面頰」。他
補充，頭盔救了自己一命，否則死不去也會
癱瘓。他的私人助理事發後第一個到場，布
蘭森雖然傷重，但仍對她笑說：「我沒死！
你還要上班！」
■《每日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