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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安倍醜聞
日准加計學園開獸醫系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捲入的加計學園
風波，至今尚未平息，然而文部科學
省無視爭議，昨天公佈正式批准加計
學園明年 4 月開設獸醫系，成為日本
規範新設獸醫系52年來的首例。在野
黨對文部科學省決定強烈不滿，聲言
會在稍後舉行的特別國會會議上提出
質詢，要求政府撤回開課許可。
文部科學相林芳正昨天表示，加計

學園的設置基準符合法律要求，政府
也尊重審查會的審核結果，故決定批
准校方開課。審批申辦計劃的審查會
今年 8 月指出，加計學園的實習計劃
未達標，校方於是提出修正案，最終
過關。
加計學園理事長加計孝太郎與首相
安倍晉三是多年好友，由於日本獸醫
有過剩之虞，政府52年來一直限制民

間學府開辦獸醫系，但加計學園早前
破例獲准開辦，外界紛紛質疑安倍徇
私。在野立憲民主黨代理執行主席長
妻昭批評，在眾多疑慮未釋除前，林
芳正不應批准加計學園開課。執政公
明黨主席山口那津男則堅稱，決定源
於法律和審查會覆核結果，而非林芳
正自行判斷。
■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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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池
「希望」
幻滅辭任黨魁
近年在日本政壇人氣高企的東京都
知事小池百合子，被外界認為有望問鼎
首相一職，但她領導的希望之黨早前在
眾議院選舉中大敗，她昨天宣佈正式辭
任希望之黨主席，交棒予不久前獲選共
同主席的玉木雄一郎。傳媒估計，小池
辭任黨魁是要專注 2020 年東京奧運的
都政府工作。
希望之黨現時的支持度已大不如
前，
《日本放送協會》
前日公佈的政黨民
調顯示，該黨支持度僅 3.2%，另一在
野黨立憲民主黨及執政自民黨分別為
9.3%及37.1%。小池昨天在希望之黨的
黨內會議上公佈辭職決定，「我希望退
任黨魁，並會支持你們，事務會交予玉

木主席。」
首相安倍晉三 9 月宣佈解散眾議院提
前大選後，小池隨即成立希望之黨，並
派出 235 人參選，然而成績差強人意，
只取得 50 個議席，遠遠落後自民黨的
283席，甚至少於立憲民主黨的 54席。
小池事後承認因傲慢招致敗績，但堅持
留任黨魁以履行創黨責任。 ■路透社

■小池遭傳媒追訪
小池遭傳媒追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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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

12 天外訪結束 收穫 2.3 萬億大單

■日本

■韓國

■中國

■越南

■菲律賓

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下午結束長達 12 日的首次亞洲訪問之旅，乘坐「空軍一號」啟程回
國。離開最後一站馬尼拉前，特朗普總結此行成果，形容取得「極大成功」，又指已經讓世界
各國明白與美國貿易的規則已經改變，美國貿易逆差很快便會大減。不過一直相當順利的行程

■特朗普登上
「空軍一
號」
時揮手。 路透社

安排，卻迎來不太完美的落幕，由於特朗普原定出席的東亞峰會遲了兩小時才開始，所以他只
是和各國領袖午膳後便急急離開，未能參與峰會及領導人大合照。

硬銷美貿易新規
特朗普誇亞洲行
12 日內先後訪問日本、韓國、中
特朗普過去
國、越南和菲律賓，每到一地都會重申美

國不會再在貿易上「吃虧」，其間他亦多次借機
會向朝鮮施壓。他在越南出席亞太經合組織
(APEC)峰會期間，則曾經短暫與俄羅斯總統普
京交談。

暗示貿易單金額短時間翻倍
特朗普昨日在空軍一號上表示，無論對美國國
家安全抑或對外貿易而言，亞洲之行都取得
「令人
難以置信」
的成果，貿易夥伴對待美國的方式將與
以往大大不同，
「我們說明了美國開放貿易，但我
們要求的是互惠、公平的貿易。」
他表示此行交了
很多朋友，又取得最少 3,000 億美元(約 2.34 萬億

港元)的貿易大單，預言短時間內這個金額將增加
兩倍，但沒有透露詳情。

趕上機缺席東亞峰會大合照
根據最初行程安排，特朗普原本會在周一與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會面後便回國，不會出席東
盟系列峰會，後來白宮在批評聲之下破例將行程
延長一日，不過特朗普最終還是因時間緊迫，未
能出席昨日的東亞峰會及領導人大合照，要由國
務卿蒂勒森代替，至於他原定在峰會上發表的演
講，則改在峰會前的午餐會上讀出。

拒談菲人權贏杜特爾特友誼
特朗普前日與杜特爾特會面時，未有公開就

菲律賓鐵腕掃毒等人權問題施壓，雖然此舉贏得
與杜特爾特的友誼，卻惹來國內外不少人權組織
批評。特朗普昨日表示，他已經成功修復被上屆
政府破壞的美菲關係，又指出於軍事原因，美國
有必要保持與菲律賓關係。

杜魯多會昂山提羅興亞危機
同樣出席東盟峰會的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借機
搶佔人權問題這塊「道德高地」，他昨日與杜特
爾特會面後表示，在會上提到加拿大關注菲律賓
的人權和法治狀況，尤其法外處決等行徑。杜魯
多又指與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姬會面時，當面提
到羅興亞人危機。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緬軍報告否認濫殺羅興亞人

緬甸軍方前日透過總司令敏昂
萊的facebook頁面，發佈關於羅興
亞人危機的內部調查結果，指軍
人及保安部隊均未曾使用「過分
武力」，也沒開槍射殺村民、強
姦婦女、放火燒村和迫害犯人。
國際特赦組織狠批軍方掩飾真
相，稱軍方的種族清洗罪行證據
確鑿。
軍方根據若開邦北部逾 3,000 名
村民的訪談內容，指持續兩周的
衝突，導致 13 名保安部隊成員及

研特檢官查希拉里
美司法部
「聽命」
惹爭議
美國司法部正研究是否任命特別檢察官，調查希
拉里擔任國務卿時以私人電郵處理政府機密，並在與
俄國公司簽訂鈾協議時涉嫌利益衝突。總統特朗普近
期多番在 twitter，質疑希拉里基金會及民主黨員的不
誠實行為未受調查，塞申斯此時考慮調查希拉里，惹
來外界議論紛紛。
共和黨籍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古德拉特分別在 7
月及 9 月向司法部致函，要求調查希拉里擔任國務卿
時的連串爭議。《華盛頓郵報》報道，助理司法部長
博伊德回覆古德拉特的信函指出，塞申斯已指示聯邦
檢察官評估是否對希拉里展開調查，並評估是否需更

多資源調查，以及有否需要任命特別檢察官。相關評
估將直接向塞申斯及副司法部長羅森斯坦匯報。

小特朗普展示「維基解密」對話
特朗普展開亞洲之行前，指出去年民主黨內初選
勾結問題嚴重，但司法部並未調查，讓他及許多人深
感失望。有民主黨人批評共和黨人要求調查希拉里，
是為特朗普涉嫌通俄調查轉移視線。
與此同時，7 月出席國會通俄聽證會的特朗普長子
小特朗普，前天在twitter發放自己與「維基解密」去
年大選期間在twitter私訊的對話記錄，顯示小特朗普

在「維基解密」連串訊息中，僅三度作出回應，其中
在去年10月3日，即大選前約一個月，「維基解密」
邀請小特朗普，在希拉里被揭曾提出以無人機擊殺
「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的文章作回應，小特朗普
回話「已作回應」，並詢問
「維基解密」
如何獲得這些
密件。
「維基解密」
亦有對小特朗普作出大膽建議，例
如希望獲得特朗普的稅表，並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後，
於去年 12 月要求由特朗普向澳洲提議，讓阿桑奇出
任澳洲駐美大使，旨在為藏身厄瓜多爾駐倫敦使館的
阿桑奇解困。
■法新社/美聯社/
路透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衛報》

伊朗地震 530 死 3 萬建築物倒塌
伊拉克北部接壤伊朗邊境的庫爾德族自治區周日
晚發生黎克特制 7.3 級大地震，伊朗國營電視台稱，
死亡人數上升至超過 530 人，逾 8,000 人受傷。伊朗
政府昨日宣佈停止搜救工作，接下來將主力安置災
民。有官員指，今次地震造成逾 3 萬幢建築物倒塌，
至少有兩條村落被「完全摧毀」。
伊朗當局將昨天定為全國哀悼日，最高精神領袖
哈梅內伊前日向災民致以深切慰問，要求政府各部門
全力協助救災，總統魯哈尼昨日親自到當地視察災情
並慰問災民，他發表聲明稱「這是所有伊朗人的悲

痛」。伊朗緊急醫療服務主管柯里凡德在國營電視台
上宣佈，災情最嚴重的克爾曼沙阿省的搜救工作已經
結束。當地正值嚴寒，災場傳來的多是壞消息，有官
員坦言再發現有生還者的機會極微。
伊朗政府已開展災後安置工作，由於物資短缺及
電力中斷，加上大量村民撤離家園導致通道受阻，妨
礙人道救援物資運送。一名年輕災民表示，她們一家
沒有帳篷，只能冒着嚴寒露宿街頭，「這晚上非常寒
冷，我們需要幫助」。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376 名羅興亞人喪生，並沒有發生
任何人道罪行。但國際特赦組織
直指緬甸軍方說謊，重申有大量
證據指向「唯一結論」，就是軍
方粗暴踐踏人權，要求軍方讓聯
合國人員和獨立調查員實地展開
全面調查。
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今天會到訪
緬甸，預料在討論緬甸民主進程
時，會向對方施壓應對羅興亞人
危機。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文翠珊
「軍力抗俄」
成脫歐談判籌碼
飽受下台壓力的英國
首相文翠珊，前日發表
「抗俄宣言」，批評俄羅
斯的軍事侵略及干預別
國大選行為，表明英國
脫歐後仍將致力保護歐
洲。分析相信文翠珊此
舉，是希望以英國強大
的軍事力量，作為脫歐
談判籌碼，以爭取更有
利的貿易條件。
文翠珊前日在倫敦的 ■ 文翠珊盛裝發
表演說。
。 彭博社
演說中，表明「英國將 表演說
繼續無條件地保護歐洲安全」，批評俄國在烏克蘭挑起衝
突、多次侵犯別國空域及發動全球網絡攻擊，並提到俄國
干預別國大選，更入侵媒體發放假新聞及照片，企圖削弱
西方力量。文翠珊稱正為北約重組而努力，希望提升抗俄
力量，在軍事及經濟上支援烏克蘭。
英國軍費冠絕歐盟，情報機關遍佈歐洲，軍事力量舉足
輕重，文翠珊以此作為脫歐談判籌碼，或有助英國獲取更
佳貿易條件。

西國大臣斥俄在加泰煽獨

■伊朗總統魯哈尼探訪災區
伊朗總統魯哈尼探訪災區，
，民眾爭相握手
民眾爭相握手。
。

另外，西班牙外相達斯蒂斯及防相科斯佩達爾昨日表
示，有證據證明俄國團體在上月加泰獨立公投中，透過
twitter 及 facebook 等社交網站大力鼓吹分離主義，意圖破
壞西國穩定。
■路透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