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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逆民意倡修憲
謀2020年自衛隊合憲化

昨日是日本憲法實施70周年紀念
日，《讀賣新聞》刊出首相安倍晉三的
專訪，他表示希望在憲法第9條中新增
有關自衛隊的內容，於舉行東京奧運會
的2020年實施新憲法，讓自衛隊能合
憲執行任務。然而，日本放送協會早前
進行民調顯示，只有25%受訪者認為，
應修改規定放棄戰爭及禁止集體自衛權

的憲法第9條，多達57%的人反對修
改，安倍的主張明顯拂逆主流民意。

撞正東奧
安倍上月26日接受《讀賣新聞》訪

問，表示修憲是執政自民黨要做的事，
而舉辦東京奧運的2020年，是日本的
新生契機，故把該年訂為落實新憲法的

年份。他又指出，自衛隊全力執行任
務，受民眾信賴，希望在他這一代見證
自衛隊合憲化，認為這是他的使命。他
認為國家安全現時處於嚴峻情況，對於
有人指自衛隊違憲，在危急關頭時卻要
自衛隊出手相助，他批評這種說法極不
負責任。
安倍又指，他將敦促自民黨內部盡快

提出修憲草案，外界亦要研究如何保留
第9條的同時，加入擁有自衛隊的條
款，不要拘泥於自民黨提出的版本。安
倍日前曾表示，根據現時的國防狀況，
證明現在是時候「向修憲目標踏出歷史
性一步」，認為修憲是不可能的民眾只
佔極少數。

■路透社/共同社/日本放送協會

iPhone失威 蘋果大中華收入縮14%
上季銷量跌 專家：可借iPhone 8反彈

美國蘋果公司前

日公佈季度業績報

告，雖然盈利錄得

上升，但智能手機

iPhone 銷情不升反

跌，只因iPhone7及

7 Plus 平均售價提

高 ， 帶 動 利 潤 增

加。蘋果同時宣佈

將股息提高 10.5%

及回購股份，並增

加 500 億 美 元 ( 約

3,890億港元)資本回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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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行政總裁庫克在
會上宣佈，公司第

二 財 政 季 度 純 利 升
4.9%，增至逾110億美元
(約 856億港元)；營運收
入則升至 529 億美元(約 4,116 億港
元)，增加4.6%，公司直至2019年3
月，股息及回購規模將增至3,000億
美元(約2.3萬億港元)。

庫克：
坊間傳將推新iPhone所致

蘋果智能手機銷情欠理想，上季共
售出5,076萬部 iPhone，較去年同期
5,119萬部下跌43萬部。庫克認為，
iPhone銷情下跌的趨勢，與坊間傳言
將推出新iPhone有關。在大中華區，
蘋果的銷售收入更差，較去年同期急
跌14%，跌至107億美元(約832.6億
港元)，是連續5個季度下跌。

美元強勢 對手售價較低
有分析指蘋果收益下降，與美元強
勢、大中華區競爭對手的智能產品售

價較低，以及許多消費者保留舊款
iPhone時間較長、等待不同功能和外
觀的新機型有關。
蘋果公佈業績後，股價在前日盤後

交易時段下跌近 2%，報 144.94 美
元。
分析認為，今年是 iPhone推出10

周年，蘋果將在今年9月的發佈會
上，推出新智能手機iPhone 8，或會
加入無線充電、3D面部辨識及曲屏
幕等新功能。投資網站Investing.com
高級投資分析員蒂博認為，儘管
iPhone 7銷量未如理想，為稍後推出
的10周年新手機帶來壓力，但預期
新手機會有升級功能，加上青少年鍾
情蘋果產品，相信蘋果會憑着公司聲
譽及顧客忠誠，藉 iPhone 8成功反
彈。

■法新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華盛頓郵報》

傳或併購迪士尼 組超級市值公司
隨着蘋果公司將現金流增至3,000億美元(約2.3

萬億港元)，外界估計蘋果可能選擇併購網絡串流
視頻公司Netflix及電動車公司Tesla，以滿足希望
向顧客提供電視服務，以及最近在自駕汽車項目發
展的心願。不過，外界近月將蘋果的併購目標預
測，轉移至華特迪士尼，估計他們可能會合組全球
首間市值逾1萬億美元(約7.8萬億港元)的公司。
一旦蘋果與迪士尼合併成功，會把 iPhone、

iPad、迪士尼樂園及ESPN等全球成功科技及娛樂
品牌連結一起。RBC資本市場分析員達里亞納
尼，最近在報告中提及，若然交易落實，將令矽谷
及荷里活的同業感到不安。
併購迪士尼所費不菲，達里亞納尼估計，一旦蘋

果落實併購行動，將斥資2,500億美元(約1.95萬億
港元)，相當於每股157美元。

■美聯社

美國總
統特朗普
團隊被指
私 通 俄
國，加上
美軍上月
發射導彈
轟炸敘利
亞空軍基

地，導致美俄緊張關係升溫。特朗普前
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是美軍空

襲敘國以來首次，雙方除討論朝鮮問題
外，並同意加強合作，盡快結束敘國暴力
衝突，以及為敘難民設立安全區。白宮形
容兩位元首的通話非常順利，並暫定7月
到德國出席20國集團(G20)峰會期間首度
會面。

同意終結敘暴力
白宮發聲明指，兩人對話氣氛極佳，討
論如何打擊中東伊斯蘭極端分子，亦同意
「敘利亞的苦難已持續太久，各方必須竭

盡所能終結暴力」。
至於朝鮮問題，兩人討論到如何以最佳

方式，解決非常危險的朝鮮局勢。美國國
務卿蒂勒森稱，特朗普和普京就許多問題
交換了意見。克里姆林宮亦指，雙方進行
了具建設性的對話，但未有提及在敘國設
立安全區。
美方官員透露，今次是普京主動要求通

電話，希望就敘利亞問題向普京闡述主
張。

■路透社/美聯社

巴西黑幫燒巴士 疑報復警掃毒

文在寅：若當選 首務重新檢視「薩德」

韓國網絡系統去年曾遭黑客攻擊，導
致軍事機密外洩，國防部監察團前日稱，
事件是朝鮮黑客所為，他們入侵韓國國防
綜合數據中心，將有關資料偷走，而韓軍
竟然在20日後才發現。
韓軍檢察廳表示，數據中心的防毒軟件

由民營企業提供，朝鮮黑客早已探知軟件
的漏洞，當時韓軍仍被蒙在鼓裡。另外，
部分韓軍人員未遵守保安規定，編寫文件
前沒事先中斷互聯網連接，以及將機密檔
案保存於私人電腦，令黑客有機可乘。
韓軍檢察廳提出向26人問責，包括數

據中心負責人和韓軍網絡司令，並計劃向
提供防毒軟件的民營企業索償。為防止系
統再受黑客攻擊，韓軍表示將引入人工智
能防毒系統。
另一方面，朝鮮上周六試射導彈，它

飛行30英里後墜落朝鮮內陸。韓國媒體
報道，由於朝軍的設定出錯，結果導彈飛
向俄羅斯，因此被迫引爆導彈。分析指
出，導彈型號為新式飛毛腿導彈
KN-17，專家相信朝鮮上月5日及16日試
射失敗的亦是同款導彈。

■韓國《中央日報》/《每日郵報》

朝黑客竊軍事機密 韓軍隔20天才發現

韓國將於下周二舉行總統選舉，大熱
候選人、共同民主黨前黨魁文在寅前日接
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訪問時表示，對於
美方急於在大選的敏感時刻，於韓國部署
「薩德」導彈防禦系統（THAAD），認
為這並不合適。
文在寅指，因部署「薩德」是缺乏民

主程序的決定，他反問假如事件在美國發
生，會出現什麼結果。如果美國給予韓國
更多時間，以民主方式解決的話，美方會
更易得到韓國民眾信任，並令美韓同盟關
係更為牢固。
韓國5名總統候選人前日出席最後一次

競選辯論時，文在寅及正義黨候選人沈相
奵堅持，下屆政府須重新檢視部署「薩
德」，文在寅更視之為當選後的首要工
作。文在寅續指，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要
求韓國攤分部署費用，故更有需要檢討。
自由韓國黨洪準杓、國民之黨安哲秀及正
黨劉承旼則對部署「薩德」並無異議，因
相信美國會承擔費用。
韓國民意調查機構Realmeter昨日公佈

的最新民調結果，文在寅的支持度為
42.4%，繼續領先，而洪準杓及安哲秀則
同為18.6%，並列第2。

■《韓國時報》

巴西軍警前日在里約熱內盧展開大規模
行動，掃蕩當地毒品幫派，拘捕數十人及
檢走大批武器。黑幫懷疑為了報復，在公
路縱火燒毀巴士及貨櫃車，附近居民乘機
搶掠。
里約敵對黑幫在北部一個貧民窟「爭地
盤」，爆發衝突，軍警前日早上介入，其間
與黑幫駁火，行動中兩人被殺，警方拘捕
45人，並檢走32柄步槍及10枚手榴彈。幫

會成員其後於繁忙時段在主要公路上放火，
至少8輛巴士及2輛貨櫃車遭殃，黑煙沖
天，交通陷入混亂。
大批軍警接報趕至現場，當局出動直升

機視察，部分居民似乎不擔心爆發槍戰，他
們攀上被燒毀的貨櫃車搶走日用品。警方猜
測，涉事幫會未必是為了報復而燒巴士，他
們可能藉此轉移視線，爭取時間逃走。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安倍晉三安倍晉三

■蘋果上季共售出5,076萬部iPhone，較去年同期
下跌43萬部。 資料圖片

■庫克認為iPhone銷情下跌與坊間傳
言將推出新iPhone有關。 資料圖片

■■特朗普與普京特朗普與普京

■■火光熊熊火光熊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