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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派掌國會 議席遜預期施政或受制

■馬克龍領導的
馬克龍領導的「
「共和前進黨
共和前進黨」
」及盟友掌控
國會。圖為馬克龍乘坐運輸機
國會。
圖為馬克龍乘坐運輸機。
。
法新社

拒絕讓馬克龍獨攬大權。政府發言
人表示，投票率低是政治階層的失
敗，顯示法國政壇必須變革。總理
菲利普及其政府按照國會選舉後的
傳統象徵式行動，定於昨日辭職，
讓馬克龍改組內閣，料改組幅度不
會太大。

席，一如所料成功
控制國會，重挫傳
統政黨並改寫法國
政治版圖，有助他
大刀闊斧推動改
革。然而，其所得
議席數目遠低於選
前預測的 470 席，
加上投票率創歷來
新低的 42%，預料
■勒龐首次晉身國會
勒龐首次晉身國會。
。 美聯社
民意授權不足或使
法國前日舉行國民議會選舉次輪 馬克龍施政受掣肘。
投票，總統馬克龍領導的「共和前
有分析認為，低投票率源於選民
進黨」(REM)及其盟友「民主運動 對政治感到失望和出現選舉疲勞，
黨」，在國會 577 席中共取得 350 以及不少選民響應其他政黨呼籲，

223女議員破紀錄
其他政黨在今次選舉的表現乏善
足陳，社會黨僅餘 29 席，黨魁康
巴代利宣佈辭職，指黨內會作出重
大改革。極右「國民陣線」領袖勒
龐首次晉身國會，但該黨只得 8
席，無法達到拿下 15 席的目標，

勒龐表示會竭盡所能對抗政府具傷
害性的政策，尤其馬克龍的親歐及
親移民政策。右翼共和黨及其盟友
取得 131 席，成為最大反對黨；
「左王」梅朗雄領導的「不屈法
國」及其盟友則取得17席。
不少當選議員屬年輕一代，且來
自不同階層，當中更有破紀錄的
223名女性晉身國會。

憂勞工改革 工會醞釀示威
REM 控制國會後，有工會領袖
擔心馬克龍強行推動勞工改革，工
會不排除發動示威。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內閣民望跌破 4 成 或撤換外相防相

安倍醜聞纏身 傳 8月改組內閣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近期被「加計學園」醜聞纏身，參議院早前又向極大爭
議的《有組織犯罪處罰法》修訂案開綠燈，惹來民眾不滿，多個媒體的民調
均顯示安倍內閣民望急瀉，《每日新聞》民調更指其支持度跌至不足 4 成，不
支持率自前年 10 月以來首次超越支持率。有傳安倍最快 8 月開始改組內閣，
冀挽回公眾信任，外相岸田文雄及防衛大臣稻田朋美或烏紗不保。
賣新聞》調查顯示，安倍內閣最新支持度僅 49%，較 5 月低 12 個
《讀百分點。《每日新聞》更發現其支持率僅
36%，較上月低 10 個百
分點，不支持率則升 9 個百分點至 44%，分析指這主要受「加計學園」醜
聞拖累。傳媒早前揭發，安倍涉嫌協助他的朋友在「加計學園」開設獸
醫系，事件曝光後，政府仍堅稱過程並無不妥，但《每日新聞》指，近
75%受訪者認為政府的說法「無法接受」。

■有指防衛大臣稻田朋美
有指防衛大臣稻田朋美（
（左圖
左圖）
）及外相岸
田文雄（右圖
田文雄（
右圖）
）或烏紗不保
或烏紗不保。
。
資料圖片

修法跳步表決 恐助監控
另一邊廂，參議院不久前通過《有組織犯罪處罰法》修訂，反對派
擔心政府藉此監控社會，支持及反對意見不相上下。執政自民
黨繞過參院委員會，直接將修訂案交付全體議員表決，民調
指近7成受訪者認為修訂案未得到充份辯論。
消息人士透露，安倍決定在 8 至 9 月改組內閣，內閣官房
長官菅義偉、副首相兼財相麻生太郎將留任。據報，外相
岸田文雄有意參加明年秋季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他或因此
退出內閣。此外，派往南蘇丹的自衛隊被指參與戰鬥，
涉嫌違憲，輿論批評防相稻田朋美處理不當，她面臨辭
職壓力，恐被踢出內閣。
分析指出，改組內閣雖有助鞏固政權，維持內閣凝
聚力，但亦會削弱首相的權力。據報安倍曾表示，他
其實不願走這一步，並向黨內高層稱，他的親信離開
比起支持度下跌更可怕。安倍昨日承諾會謹慎考慮
改組內閣問題，任用正確人選推動改革。菅義偉昨
在記者會上未回應改組內閣消息，指政府不會過分看
重民調升跌。

安倍內閣民望急挫

新加坡總理
李顯龍被指強
行保留父親李光耀
的故居，他的弟妹早前發公開信，指控
他藉此增加政治本錢。李顯龍昨透過總
理府就事件發聲明，指弟妹的指控毫無
根據，又稱事件對民眾造成困擾，亦可
能損害國家聲譽，打擊國民對政府的信
心。他為此道歉，並承諾下月國會復會

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

時，回答議員就事件提出的質詢。
李顯龍透過聲明解釋稱，李光耀當年
透過遺囑交代，3 名子女將平分「歐思禮
路 38 號」。為了息事寧人，李顯龍提議
以象徵式 1 坡元(約 5.64 港元)將物業賣給
妹妹李瑋玲，但她不接受。李顯龍唯有
將物業以市價賣給弟弟李顯揚。
李顯龍稱，他原本以為脫手「歐思禮
路 38 號」能平息紛爭，不料弟妹卻將爭

49% (-12%)

41%

《共同社》

44.9%(-10.5%)

43.1% (+8.8%)

《朝日新聞》

41% (-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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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聞》

36% (-10%)

4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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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加計學園」醜聞方面，媒體當初引述政
府內部文件，指安倍授意下屬為他的朋友提供協
助。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起初矢口否認指控，並
形容文件「奇怪」。當局後來展開調查，發現有
關文件屬實。分析指出，政府此前以強硬態度否
認，反而令民眾認定政府有所隱瞞。事實上，安
倍就曾向親信承認，「加計學園」事件對他相當
不利，並同時導致執政黨在國會內陷入守勢。
■《日經新聞》

議公諸於世，並作出多項嚴重指控，影
響政府威信。

伊朗革命衛隊前日發射導彈，轟炸敘利亞
東部代爾祖爾省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IS)據點，報復 ISIS 月初襲擊伊朗國會及已
故最高精神領袖霍梅尼的陵墓。革命衛隊警
告，任何人若襲擊伊朗，他們將「以牙還
牙」。

李顯揚批公器私用

美軍擊落敘軍機 俄停熱線

另一邊廂，李顯揚昨日指李顯龍以公
職人員身份，從國家文物局取得「歐思
禮路 38 號」的送贈契約，由於該份文件
屬保密資料，他質疑李顯龍公器私用。
■新加坡《聯合早報》

革命衛隊發表聲明稱，衛隊發射地對地中
程導彈，轟炸 ISIS 在代爾祖
爾一個指揮中心及一個用作
製造自殺式汽車炸彈的的地
區，殺死大量恐怖分子及摧
毀其武器。伊朗半官方法爾
斯通訊社指，衛隊共發射 6
枚導彈，飛越伊拉克領空轟
敘利亞，是自兩伊戰爭以
來，伊朗 30 年來首次向境外
進行導彈攻擊。

滿。文在寅表示，現時正延
長運作的月城 1 號機組，政
府在考慮供電情況下，會考
慮盡快關閉。至於正興建的
新古里 5 號及 6 號機組，需
視乎安全性、項目進展及系
統備用容量等再作處理，暗
示工程可能中斷。

關10燃煤發電廠
恐推高電費

《讀賣新聞》

伊朗導彈轟敘「伊斯蘭國」 報復國會遇襲

取消建核站 韓邁
「脫核
脫核」
」
時代
日本「311」地震引發的福島核災難，
令韓國關注本地老舊核電廠的安全問題。
韓國首座核電機組、已使用 40 年的釜山
古里核電站 1 號機組，昨日正式關閉，總
統文在寅在儀式上矢言，全面取消正準備
的新核電站籌建計劃，並且不再延長現有
核電站的壽命，政府將廢除以核電為主的
電力政策，帶領韓國走向「脫核電」時
代。
古里核電站 1 號機組停運後，將需 15
年時間拆除，費用預計達 6,437 億韓圜
(約 44.8 億港元)。韓國目前仍有 25 個核
反應堆運作，佔全國供電量 30%，當中
大 部 分 壽 命 於 2020 年 至 2030 年 間 屆

不支持率(與上月比較)

安倍晉三在日本政壇一強獨大，無論在共
謀罪還是「加計學園」醜聞事件，政府都採取強
勢姿態應對，結果反而惹來日本人反感，導致反
對安倍內閣的人數近月持續增加。
分析指出，安倍內閣認定修訂《有組織犯罪處
罰法》的決定正確，因此繞過參議院委員會表決
程序，雖然修正案最後獲通過，但做法未免太霸
道，外界批評政府不願落力說服民眾，態度傲
慢。

李顯龍就家醜道歉
下月國會回應質詢
■李顯龍

支持率(與上月比較)

政壇一強獨大惹反感

官員擬拖字訣 防在野黨狙擊
由於例行國會會期前日結束，在野黨正研究如何繼續就「加計學
園」爭議狙擊安倍。政府高層暗示，如果在野黨在休會期間提出調
查，政府將不予理會，認為「只要捱過一周，輿論就會平息」。
■《日經新聞》/路透社/共同社

進行民調的媒體

另一方面，美軍稱前日在拉卡南部擊落一
架敘利亞政府軍戰機，指對方正向美方支持
的武裝力量投擲炸彈。敘軍方發聲明稱，該
戰機當時正執行空襲 ISIS 的任務。俄羅斯外
交部指美軍擊落敘戰機前，未有使用俄美之
間電話熱線通報俄方，警告俄空防系統會將
敘國中部所有聯軍飛機列為追蹤目標，並宣
佈暫停俄美熱線。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導彈攻擊

熱浪襲美 鳳凰城48.8度20年最高
■文在寅演說
文在寅演說，
，表示取消建核站
表示取消建核站。
。

文在寅同時宣佈，會減少依賴燃煤發
電，將關閉 10 間老舊的燃煤發電廠，以
及停建新廠，政府將積極扶持新再生能

法新社

源、液化天然氣發電及太陽能等替代能源
產業。專家認為，燃煤發電佔供全國供電
量40%，關閉電廠將大幅推高電費。
■法新社/美聯社/韓聯社

美國國家氣象局警告，西南部本周將遭受
極端熱浪侵襲，鳳凰城今日氣溫預計高達攝
氏 48.8 度，創近 20 年新高，當局已發出酷熱
天氣警告，拉斯維加斯及南加州預期亦受影
響，恐危害公眾健康，長者、露宿者及偷渡
客更屬高危。
鳳凰城及拉斯維加斯屬沙漠地區，夏季溫
度經常升至攝氏 43 度，但攝氏 48.8 度則相當

罕見。美國航空公司機師科菲指出，極端炎
熱天氣能改變空氣密度，增加飛機起飛難
度，意味機師要加大推力，又或在航機實施
重量限制，可能影響航班安排。有急症室醫
生表示，若溫度升穿攝氏 43 度，人體內部分
散熱機制會失效，必須依賴流汗降溫，故呼
籲民眾吸收充足水分，有助出汗和保持涼
快。
■美聯社/《衛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