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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會議揭幕 美派「三劍俠」安撫歐洲
早於競選期間，美國總統特朗普便曾指北約過
時，又頻頻向俄羅斯示好。適逢美國防長馬蒂
斯、國務卿蒂勒森及副總統彭斯三人，昨日出席
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揭幕儀式，預料美方「三劍
俠」會藉此機會，安撫逾 30 國領袖及近 80 名外
交國防官員，強調美歐緊密關係。

聚焦對俄北約伊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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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社

籌辦會議的德國前駐美大使伊申格爾稱，因應
特朗普高調支持英國脫歐、向俄國靠攏及揚言
「美國優先」，各國領袖均熱切期待彭斯今日的

發言，希望他澄清美國政府在對俄政策、北約、
歐盟、自由貿易及伊朗核協議等議題上的立場。
有白宮資深外交政策顧問指出，彭斯將於會上
強調歐洲是美國不可缺少的夥伴，重申雙方的緊
密關係有助美歐更為安全及繁榮。

酒店爆滿 美卿尷尬赴G20
在會議期間，彭斯將先後會見德國總理默克
爾、烏克蘭總理波羅申科及波羅的海三國領袖，
就烏克蘭問題強調俄烏雙方均須貫徹執行停火協
議，並堅持美國對俄實施經濟制裁的立場。此

外，彭斯又將與阿富汗、伊拉克及土耳其的領袖
會面，討論打擊恐怖主義。
不過，首次外訪的蒂勒森卻在今次德國之行遇
到阻礙，提前到波恩出席G20會議的他，因市內
酒店爆滿，被迫租住附近一條村莊的溫泉旅館，
令英國外相約翰遜及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前來與
他會面時，亦顯得尷尬萬分。
此外，蒂勒森上任至今仍未公佈優先處理對外
的事務，亦未委任副部長協助處理日常事務，難
免予人缺乏準備的印象。
■美聯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促司法部查洩密黑手 吹噓「從奧巴馬爛攤子中恢復」

特朗普鬧傳媒 轉移「通敵」視線
上任即將滿一個月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在白宮舉行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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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場個人記者會，全程火花四濺。他不改過往敵視媒體的作
風，斥責記者在他上任後多次作出不公平報道。特朗普又為因
被指「私通」俄國而辭職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辯護，堅稱其
他競選團隊成員在新政府上台前沒接觸俄國。特朗普同時吹噓
執政以來的成績，聲稱美國從前總統奧巴馬遺下的「爛攤子」
中逐漸恢復過來，形容政府運作暢順，猶如「一台已調校好的
機器」。

歷任美國總統均在上任後首場記
者會上，預留充足時間讓記者

提問。然而在今次約 80 分鐘的記者
會中，特朗普的開場白便佔了 23 分
鐘。他在記者會開始後不久便向新
聞界大發牢騷，全程合共 4 次以「不
誠實」形容媒體。
弗林早前因「通敵」辭職，但圍
繞此事引起的政治風波仍未平息。
特朗普在記者會上繼續為這名舊部
辯護，認為他與俄國對口單位聯繫
是盡忠職守，「我認為這沒錯。」
當記者質問是否特朗普下令弗林與
俄國聯繫，特朗普斷然否認；至於
競選團隊內有否其他人「私通」俄
國，特朗普稱只有弗林這樣做，另
一名被指私下接觸俄國的團隊成員
早已離隊。特朗普強調自己與俄國
毫無關係，也沒在當地投資，只接
過俄總統普京兩次來電。

「洩密是真，新聞是假」
記者繼續就通敵事件窮追猛打，
但特朗普故意轉移焦點，不滿媒體
公開他與墨西哥及澳洲領導人的談
話內容，強調有關洩密行為危害國

家安全。他反問道：「我想到的第
一件事，是新聞界怎取得這些訊
息？我打開報紙，看到的都是混亂
不堪的內容。」特朗普堅稱「洩密
是真，新聞是假」，斥責媒體已經
失控，揚言要洩密者付出巨大代
價，他已要求司法部調查涉嫌洩密
的情報機關人士。

狂言民望已升至55%
特朗普上任以來的多項政策引起
廣泛爭議，但他辯稱自己接了一個
「爛攤子、國內外都一團糟」，但
形容情況已取得「重大進展」。他
否認政府運作陷入混亂，聲稱政府
協調良好，又把美國近期商業環境
改善及股市上漲看成自己的功勞，
形容自己的民望已升至55%。
媒體對記者會普遍評價一般，曾
被特朗普批評發放假新聞的美國有
線新聞網絡(CNN)，記者布利策指記
者會實際是特朗普的簡介會，暗批
特朗普未給記者充分提問機會，另
一名 CNN 記者塔珀更直斥記者會
「失常」。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選舉人票里根以來最多」
記者即踢爆大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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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記者會中聲稱，他於去年大選取
得 的 選 舉 人 票 是 「( 前 總 統) 里 根 以 來 最
多」，企圖增強自己的認受性。不過記者
即場拆穿其謊言，指出前總統老布什及奧
巴馬兩次當選時，分別取得 426、365 及
332張選舉人票，較特朗普的304張更多。
記者質疑，特朗普屢次批評民眾接收的都
是假消息，自己卻經常提供不實資訊，憑什麼
要美國人相信他。特朗普隨即把責任推卸給
下屬，「這是我被告知的消息。」 ■路透社

點名批媒體

攻擊力超尼克松

美國史上多位總統均曾發表批評媒
體的言論，例如傑斐遜斥責報章是散
播謊言的「有毒工具」，捲入水門事
件的尼克松更把媒體視作敵人，但他
並未像特朗普般，點名攻擊特定媒體
或記者。分析認為，特朗普不應太多
疑及心胸狹窄，否則可能被怒氣沖昏
頭腦，最終釀成大錯。
特朗普在前日記者會早段，一度向
記者伸出橄欖枝，表明如有可能，希
望與他們改善關係。不過他隨即故態
復萌，批評不誠實的記者散播假新

聯合利華拒卡夫亨氏併購
股價飆 14%
由「股神」巴菲特與巴西私募基金 3G 共同持有的
全球第 5 大食品集團卡夫亨氏昨日證實，曾向英荷合
資的消費品巨擘聯合利華提出併購，但聯合利華以公
司估值過低為由拒絕。雖然未知卡夫亨氏會否提出新
的收購計劃，但消息刺激兩家公司股價大漲，聯合利
華在倫敦的股價飆 14%，公司市值急升至 1,120 億英
鎊(約 1.09 萬億港元)，卡夫亨氏股價則於開市前交易
時段漲5.6%。
卡夫亨氏未有透露出價，指出雖然併購計劃遭拒，
但仍繼續與對方商談，期待與聯合利華最終達成交易
協議。
由於聯合利華市值大幅上升，意味若卡夫亨氏最後
併購成功，將是史上最大宗食品企業併購交易之一。
聯合利華擁有 Lipton 及 Dove 等逾 400 個品牌，去年
銷售額達4,354億港元。
■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美聯社

安插親信不果
退役將領拒任國安顧問

■記者
記者爭取發問
爭取發問

聞，甚至點名斥責特定媒體、記者及
報道「可恥」，甚至揚言要直接與民
眾溝通。
有分析認為，特朗普痛斥媒體是經
過精心計算，旨在激起核心支持者的
情緒，同時避免外界聚焦批評他施政
失誤。不過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澤
利澤認為，特朗普試圖轉移焦點的盤
算，已令不少共和黨人感到厭倦，雖
然所有總統均有與媒體關係緊張的時
候，但達到特朗普這種程度可謂史無
前例。 ■美聯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周一辭職後，總統特朗普提名
國防工業巨擘洛歇馬丁高層、退役海軍中將哈沃德接任，
但哈沃德以家庭和財務因素為由拒絕。消息人士透露，哈
沃德希望帶自己的親信上任，但特朗普已批准弗林副手麥
克法蘭留任，令哈沃德無法如願，因此拒絕接任。
哈沃德曾於中央司令部、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國家反恐
中心任職。他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訪問時稱，國
家安全顧問須每周 7 日、每日 24 小時工作，自己無法勝
任。但有傳媒指哈沃德因未獲保證國家安全委員會全權
處理國安政策而推辭，一名朋友則指哈沃德因白宮陷入
混亂而婉拒此職。

入境禁令重發
另一方面，特朗普前日表示會於不久後發佈新行政命
令，取代先前禁止 7 個穆斯林國家
公民入境的命令。司法部指此舉
可讓三藩市聯邦上訴法院，不必
重新審理下級法院暫緩執行禁令
的裁決，總統得以清除障礙，避
免曠日持久的訴訟。興訟者表示
會檢視新令有否違憲，必要時再
次提訴。
■哈沃德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西班牙公主脫罪 駙馬挪用公款囚 6 年
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的51歲姐姐克里斯蒂娜公
主，早前被控協助丈夫烏丹加林逃稅，成為自西班
牙1975年恢復王室以來，首名因刑事罪受審的王室
成員。帕爾馬法院昨日裁定克里斯蒂娜無罪，但因
從丈夫違法行為得益而需繳交26.5萬歐元(約220萬
港元)罰款，烏丹加林則因挪用公款罪成，判囚6年
3個月及罰款51.2萬歐元(約424萬港元)。
曾奪得奧運手球獎牌的烏丹加林，被指利用與
王室的關係，透過其創立的非牟利組織「Noos
Institute」虧空約 600 萬歐元(約 4,972 萬港元)公

款，部分款項撥歸與克里斯蒂娜共同擁有的房地
產公司 Aizoon，包括曾要求政府付款 120
萬歐元(約994萬港元)，以舉辦一項為期兩
日的旅遊及運動活動，控方指定價完全不合
理。
檢察官最終決定克里斯蒂娜在上述案件
中並無違法，無需受審。直至 2014 年，
右翼壓力團體「Manos Limpias」控告克里
斯蒂娜協助丈夫逃稅，案件去年開審。
■克里斯蒂娜與丈夫
■法新社/路透社

■聯合利華

自殺彈襲巴國伊拉克 147 死

■卡夫亨氏

巴基斯坦及伊拉克前日先後遭到自殺式
炸彈襲擊，合共造成至少147人死亡，另
有數百人受傷，其中巴國的襲擊有至少88
人喪生，為該國近年死傷最嚴重的襲擊。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承認責任。
巴基斯坦的襲擊於南部一間清真寺發

生，事發時正舉行大型祝禱。當局初步
調查後指，施襲者偽裝成參與祝禱的民
眾，混入清真寺並引爆身上重 8 公斤的
炸藥。死傷者中有不少婦孺，包括約 30
名小童身亡。軍方當晚在全國進行大規
模反恐行動，擊斃逾 100 名恐怖分子。

當局宣佈即日起關閉與阿富汗接壤的邊
境，堵截施襲者。
伊拉克方面，首都巴格達南部一個二
手汽車市場，前日下午遭 ISIS 汽車炸彈
襲擊，造成59人死亡，逾50人受傷。
■法新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