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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金牌監製
逼女星按摩看沐浴

■哈維‧溫斯坦
哈維‧溫斯坦((左)與
Rose McGowan 親 密
合照。
合照
。
網上圖片

美國荷里活金牌電影製作人哈
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前
日被《紐約時報》踢爆在過去 30 年來
性騷擾多名女性，由女明星以至旗
下員工都是受害者，當中包括女星
Rose McGowan 及 Ashley Judd， 並
與至少 8 名女性私下達成和解。溫斯
坦在事件曝光後發表聲明，為自己
的行為道歉，並計劃暫時休假。但
他的代表律師其後否認報道，擬控

告
《紐時》
誹謗。
65 歲已婚的溫斯坦為美國電影發
行公司「溫斯坦影業」老闆，出品
的電影曾 6 度奪得奧斯卡最佳電影，
包括《寫我深情》、《芝加哥》、《驕陽
似我》
及黑白電影
《大藝術家》
，而
《一
個快樂的傳說》及《寫我深情》兩齣電
影，更合共拿下10座
「小金人」
。
受害人之一的Judd憶述，溫斯坦約
20年前邀請她前往比華利山一間酒店

套房，她以為兩人吃早餐邊討論公
事。不過對方當時只穿浴袍，還說要
Judd為他按摩，以及詢問她能否看他
沐浴。Judd當時想如何在不得罪溫斯
坦的情況下盡快離開房間。

私下和解 掩口費逾百萬
電影公司臨時員工內斯特亦提
到，她甫上班已被溫斯坦叫去酒
店，對方聲稱只要她接受「性要

求」，就能讓她升職，她結果只上
班一天便辭工。另有兩名匿名員工
爆料，溫斯坦曾威脅年輕女孩傳裸
照給他或看他洗澡，承諾會讓這些
女孩「前途光明」。
《紐時》報道，受害女性年齡介乎
20 至 40 多歲，她們和溫斯坦私下達
成協議，收取約 8 萬至 15 萬美元(約
63萬至117萬港元)「掩口費」
。
■《紐約時報》/路透社/美聯社

小池
「12 個零」
撼安倍 向大企業現金儲備開刀

日本眾議院選舉將於本月 22
日舉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領導希望之黨挾強勁人氣，挑戰
首相安倍晉三的自民黨。小池昨
日 公 佈 以「 百 合 經 濟 學 」(Yuri-

■小池在記者會公
佈希望之黨的競選
政綱。
政綱
。
路透社

nomics)為主軸的競選政綱，與
「安倍經濟學」大打對台，提出凍

希望之黨
12 個
「歸零」
目標

結 2019 年 10 月增加消費稅的方
案、減少規管來創造就業、提振
股市，並不再過度依靠貨幣寬鬆
政策。她又提出包括零核電在內

1. 零核電

8. 零食物浪費

的「12 個零」目標，大打環保及

2. 零隱瞞企業醜聞

民生牌。

3. 零政治捐獻

9. 零黑心企業(違反勞工
法)

4. 零待機兒童(適齡卻無
法進入幼稚園的兒童)
5. 零二手煙

10. 零花粉症
11. 零忽視長者和殘疾人
士交通所需
12. 零電線杆

6. 零擠迫車廂
7. 零流浪貓狗安樂死

英國《金融時報》

■小池提出凍結 2019 年 10 月增加消費
稅的方案。
路透社

小池在記者會上表示，安倍打算將目前8%
的消費稅於2019年10月增至10%，很可

能打擊經濟增長，必須凍結。為填補財政收
入，希望之黨考慮向日本大企業合共300萬億
日圓(約21萬億港元)現金儲備徵稅。彭博通訊
社分析指，受徵稅影響最大的企業包括三菱日
聯金融集團、本田和豐田汽車等。小池指出，
日本經濟不可過度依賴量化寬鬆(QE)和財政開
支，要求政府和央行共同制訂退市策略。希望
之黨還計劃出售國有資產、削減公共工程項目
開支和國會議員薪酬。小池強調，政綱旨在激

發民間活力，讓普羅大眾享受復甦的好處，為
日本和國民帶來希望。

政府改口 失經濟動力不加稅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昨表示，上調消費稅
的計劃須建基於經濟不再重陷衰退，若到了
2019 年，就業情況惡化而日圓再度升值，將
不可能加稅。報道指，安倍早前堅稱即使經
濟失去動力仍會如期加稅，但菅義偉這番話
意味政府已改變立場。
談到修改和平憲法的爭議，小池表示，此

前的憲法討論始終圍繞「護憲」還是「修憲」，
未能得以深入，故主張執政黨和在野黨磋商
修憲，擺脫雙方毫無成效的對立狀況。

2030年無核電 公開安倍醜聞資料
能源政策方面，小池認同重啟核電站，但
仍以 2030 年後無核電為目標，認為無核電方
針應列入憲法中，確保其不受政權變更影
響。政綱中並提到「12 個零」目標，除「零核
電」
之外，還有
「零政治捐獻」
和
「零二手煙」
等
社會和民生倡儀。

美企
「共享着舊鞋」擬推租鞋服務
共享經濟發展急速，電召汽車以
至出租民宿大行其道，美國折扣鞋
履連鎖店 DSW 亦躍躍欲試，打算
推出「租鞋」服務，避免顧客因出
席特定場合而買鞋，但過後可能不
會再穿着而造成浪費。DSW指出，
這對顧客是一種新體驗，能吸引更
多客人前來店舖。
DSW 上周宣佈，正考慮在全部
511 間店舖的其中一部分，提供一
站式服務，客人到來除可購買日常
鞋履外，也可將不合季節的鞋子拿
來寄存，以及租用鞋子。DSW將於

未來數月開始推出租鞋服務「試水
溫」，目前仍研究每次應收取的費
用。
紐約零售業諮詢公司 Luxury Institute 行政總裁佩德拉薩認為，在
保齡球場和溜冰場租鞋是十分普
遍，但租用其他人曾穿着的高踭鞋
出席婚禮，相信許多人未必接受，
「多想想賣鞋以外的服務是好事，
但租鞋是將共享經濟推向極端。鞋
履是私人物品，人們不想與陌生人
共用，因此相信需求不會很大，利
潤亦不會高。」 ■《華盛頓郵報》

■DSW 指租鞋服務可為顧客
帶來新體驗。
帶來新體驗
。
網上圖片

賭城槍手圖襲芝加哥 奧巴馬女避劫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繼續追查拉斯維加
斯音樂會槍擊案，執法人員前日指出，槍
手帕多克懷疑曾企圖襲擊 8 月在芝加哥格蘭
特公園舉行的戶外音樂節，又曾於網上搜
尋波士頓芬威球場周邊酒店的資料。

躺床上尖叫 疑精神失常
執法人員透露，帕多克曾預訂格蘭特公園
附近一間酒店的房間，疑企圖襲擊在該公園舉
行、前總統奧巴馬長女馬莉婭亦有出席的
「Lollapalooza音樂節」，但帕多克最終未有

現身酒店。波士頓警員則稱，帕多克曾上網搜
尋芬威球場附近酒店資料，但大部分酒店的視
野受遮擋，未能清楚看到球場。
另據警方消息人士稱，帕多克女友丹利曾
向調查人員表示，懷疑其男友精神失常，有
時會躺在床上呻吟及尖叫。

槍會罕有讓步 撐禁撞火槍托
FBI 強調，目前仍未能確定帕多克犯案動
機，但不相信其精神狀況會惡化至發動血腥
屠殺。

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一直反對禁槍，
但在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發生後，NRA 前日
罕有地發聲明，支持當局加強監管可將半
自動步槍變為全自動武器的「撞火式槍
托」。輿論相信 NRA 今次經過精心計算，
在這風頭火勢時刻「順應民情」，避免當
局實施全面槍管。
「撞火式槍托」的售價僅 200 美元(約
1,561 港元)，設計原意是協助行動不便者操
控長步槍，但卻會大大加強步槍殺傷力。
■CNBC/法新社

清晨殺光妻兒 日漢燒屋 死

百合經濟學 凍結消費稅

6

日本茨城縣警方昨日
上午以殺人罪，拘捕一
名 32 歲男子，疑犯涉
嫌在昨日清晨殺害全家
6 人，並放火燒毀住
所。

子女最大11歲
事發於茨城縣日立市
一幢縣營住宅大廈裡，
疑犯小松博文約於清晨
4 時半，逐一殺害自己
的33歲妻子和5名年幼
子女，並放火燒毀家
園。當地消防部門出動
10 輛消防車趕到現場
撲救，並救出一名重傷
的 11 歲女孩，她被送
到醫院後證實死亡，身
上有多處被利器刺傷的
傷口。警方證實她是家
中長女。
小松是當地一家工廠
的員工，其妻子最近患
病一度住院，他請假在
家照顧孩子。
■日本新聞網/
法新社
■ 32 歲兇
徒被捕。
徒被捕
。
網上圖片

針對安倍捲入森友和加計學園醜聞，希望之
黨強調通過訊息公開，實現高透明度的政治，
該黨將公佈關於向森友學園出售國有土地的價
格，以及加計學園設置獸醫系的資料。

倘當首相拒參拜靖國神社
小池被問及是否希望出任首相時答道，她
希望做好東京都知事職務，但若成為首相，
在平衡個人信念及外交方面，她不會前往供
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
■路透社/法新社/彭博新聞社/共同社

西國首相威脅終止加泰自治權
加泰羅尼亞宣告獨立困難重重，繼西
班牙憲法法院下令叫停加泰「獨立會議」
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前日作出強硬警
告，威脅援引憲法條文，終止加泰羅尼亞
自治權，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治。
自加泰羅尼亞上周日舉行獨立公投
後，西班牙政府連日出招，以阻止自治政
府主席普伊格德蒙特發表獨立宣言，連國
王費利佩六世亦加入「助拳」。首相拉霍
伊備受壓力下出現管治危機，更遭前首相
阿斯納爾批評「抗獨」不力，應及早下
台。拉霍伊前日警告，若普伊格德蒙特宣
佈加泰獨立，便可能援引憲法條文，終止
加泰羅尼亞自治權，「避免引發更大的壞

事」，他敦促普伊格德蒙特回頭是岸。

亂局癱瘓經濟 銀行撤出加泰
西班牙財相金多斯認為，加泰羅尼亞
的亂局將令外資卻步，癱瘓加泰經濟。西
班牙第五大銀行薩瓦德爾銀行已決定將總
部撤出加泰，加泰最大銀行凱克薩銀行亦
考慮撤走。
歐盟官員則警告加泰危機恐引發歐洲
內戰，希望加泰與馬德里可展開對話並取
得共識。巴塞羅那球會隊長恩尼斯達不是
加泰人，未有對公投表態，他日前亦罕有
在facebook作出呼籲，希望雙方為和平展
開對話。 ■《泰晤士報》/法新社/路透社

英 30 議員謀逼宮文翠珊
英國首相文翠珊再陷入管治危機，執
政保守黨前黨魁夏博思昨日表示，約 30
名保守黨國會議員要求文翠珊下台，包括
5 名前內閣大臣，但當中未有人希望取代
文翠珊。
夏博思指出，文翠珊在大選表現不
濟，亦未能團結保守黨，應立即宣佈舉行
黨魁選舉，他指要求文翠珊下台的議員
中，包括留歐派及脫歐派成員。按照黨
規，啟動黨魁選舉需 48 名議員致函黨內
的「1992 委員會」。夏博思稱，他原想

私下游說文翠珊下台，以免造成尷尬，但
保守黨黨鞭已向傳媒披露，他是擬向文翠
珊逼宮的議員之一。
保守黨在 6 月大選失利後，文翠珊多次
傳出遭逼宮。內政大臣盧綺婷昨在《每日
電訊報》撰文，指文翠珊將留任首相及完
成工作。環境大臣高文浩接受電台訪問時
亦力撐文翠珊，指再次炒作領導層換人，
是「最沉悶的政治議題」。
■路透社/
英國廣播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