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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宣佈角逐連任總統 料掌俄至 2024 年
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到諾夫哥羅德參
觀一間汽車製造工廠期間，向在場工人
發言時，宣佈將角逐明年 3 月的總統大
選，尋求連任6年。
俄羅斯政府長期流傳普京有意尋求連
任，但一直未獲證實。他昨日早上接見
一批義工時，已暗示參選意願，聲稱要
視乎是否得到公眾支持，將於短期內作
出決定。普京同日稍後到GAZ汽車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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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時，終宣佈參選決定，並指這是宣
佈參選的最佳地點和時刻。

支持度高達80%
65歲的普京於2000年起擔任俄羅斯總
統 ， 曾 於 2008 年 至 2012 年 間 改 任 總
理，其後再當總統。他目前的支持度高
達 80%，一旦參選勢輕鬆勝出，任期將
直至2024年，屆時他已年屆72歲。

普京任內獲政治盟友稱讚帶領俄羅斯
恢復國家榮耀，介入敘利亞內戰和將克
里米亞併入俄國，均凸顯俄國擴大國際
影響力，但批評者指普京要為俄政壇貪
腐成風負上責任。
以普京的聲望，其他候選人根本無法
構成威脅，他的最大挑戰反而是如何動
員選民投票，確保投票率高企。
■法新社/美聯社

每年 800 萬噸垃圾落海 世紀中塑膠比魚量多

海洋的塑膠污染愈來愈嚴重，聯合
國環境大會昨日發表聲明，要求全面
禁止向海洋傾倒塑膠廢料。科學界表
示歡迎，但批評聲明只列出原則，缺
乏實質目標和時間表。聯國環境署執
行主任索爾海姆認為，人類每年向海

洋傾倒至少 800 萬噸塑膠垃圾，按照
目前速度，到了本世紀中，塑膠會比
魚類的數量更多，形容為一場「海洋
末日」。

■海龜是塑膠污染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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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周一開始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舉
行，約有 100 名各地政府部長及 7,000 名
代表參與，分別在空氣、化學製品、食水、土
壤、海洋和廢物污染等範疇展開討論。由於海
洋污染困擾多數國家，該議題最受關注。

大

業界付錢唱衰膠袋禁令
傳媒早前取得的聲明草案顯示，各國將成立
跨國工作小組，就解決海洋污染作出建議，其
中一個具爭議的事項，是與會者希望工作小組
容許商界代表加入。各國部長認為只有商界參
與才有望解決問題，但環保團體反對，指出塑
膠業過去數十年一直游說政府放寬規管。英國
廣播公司(BBC)引述匿名聯國代表透露，塑膠
業界人士向記者付錢，「唱衰」膠袋禁令。肯
尼亞傳媒報道塑膠工廠倒閉令打工仔失業，但
對於禁令帶來的好處則絕口不提，例如編織籃
子的窮人有更多工作機會。

聯國禁塑膠傾倒
防「海洋末日」

報告揭空氣污染
損胎兒腦發展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昨日公佈研究報告，
顯示空氣污染會影響胎兒腦部發展，導致兒童學習能
力降低，部分污染物更可能致癌。另外，英國研究員
前日發表的報告指出，懸浮粒子會導致胎兒體重偏
低，對健康帶來終身損害。
UNICEF 表示，現時全球有 1,700 萬名不足一歲嬰
兒居於空氣嚴重污染威脅的地區，當中 1,600 萬名嬰
兒身在亞洲，約 3/4 居於南亞地區。若以國家計算，
問題最嚴重是印度，其次為中國。UNICEF 稱，懸浮
粒子容易進入血管，破壞腦血管薄膜，減低腦部阻隔
毒素的能力，危害兒童腦部發展。此外，懸浮粒子帶
有電荷，有機會引發癌症。UNICEF 促請各地政府加
強措施減低污染，以及避免兒童接觸有毒霧霾。
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等大學研究員收集過去 4 年，在
英出生的 54 萬名嬰兒的數據，發現每平方米空氣的
懸浮粒子增加 5 微克，嬰兒體重過低的機率便上升
15%。研究人員表示，在城市生活的孕婦只能倚靠政
府減低污染，促請當局帶頭減排。 ■《衛報》/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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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否決更強硬動議
據報各國本來打算推出更強硬的動議，達成
共同認可的具體目標，但遭美國否決，聲明亦
沒法律約束力。聯國海洋環境部主管斯文松形
容，海洋塑膠污染已成為「星球危機」。索爾
海姆表示，塑膠垃圾最終會進入食物鏈，人類
和海洋的關係是唇亡齒寒。海龜是塑膠污染的
最大受害者之一，牠們會把膠袋誤作水母吞
食，痛苦而死。
■英國廣播公司/
英國天空電視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抗菌物質排放變種 耐藥性菌年殺 70 萬人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昨天發表最新報告，
指出因藥物和特定化學品排放到自然環境
中，而導致的抗生素耐藥性日益增加，成
為最令人擔憂的健康威脅之一。
當微生物進化為抵抗抗生素的新菌種
時，便産生抗生素耐藥性。由於現有的抗
生素及抗感染藥物，不能有效殺死耐藥性

病原體，導致全球每年約有 70 萬人死於
耐藥性細菌感染。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
主任索爾海姆警告，人們的無知和粗心大
意，會助長超級細菌滋生。

人類濫用抗生素趨嚴重
報告指出，家居、醫院、醫療設施及農

業排出抗菌物質，大自然的細菌和排出的
耐藥細菌接觸後，會令細菌變種，加強抗
藥性。報告又提及，80%抗生素物質會直
接排出體外，人類濫用抗生素構成的問題
日益嚴重。聯合國指出，單在本世紀，人
類服用抗生素的數量便增加36%，到2030
年， 牲畜的抗生素使用量更會大幅增加

以太幣
「虛擬貓」
大熱 一隻炒至 92 萬
比特幣「爆升」熱潮成為全球焦
點，另一虛擬貨幣「以太幣」近期也
掀起話題。用以太幣進行交易的虛擬
貓飼養遊戲「CryptoKitties」上月 28
日推出，迅即大受歡迎，價格最高一
隻貓炒至11.8萬美元(約92.2萬港元)。

■「 虛 擬 貓 」在
「以太坊」
平台，
透過以太幣進行
買賣。網上圖片

逾5萬貓售出 總額2300萬
CryptoKitties 由加拿大軟件公司 Axiom Zen 開發，公司每隔 15 分鐘釋出
一隻小貓，用戶也可自行繁殖和定價
交易。小貓沒性別之分，每隻都有獨
特的數碼交易標記和 256 組基因，可
繁衍 40 億個品種。玩家繁殖不同品種
的貓，在以太幣區塊鏈「以太坊」平
台，透過以太幣進行買賣。截至昨
日，逾 5 萬隻小貓至今被售出，總成

交額約 660 萬美元(約 5,158 萬港
元)，每隻平均售價約 131 美元
(約1,024港元)。
要加入養貓行列，玩家須先購
買以太幣，儲存入電子錢包
MetaMask， 然 後 去 CryptoKitties
網站開設賬戶，即可進行交易。遊
戲最有趣之處，是發掘和培養稀有
品種，例如緬因貓和美洲豹貓，並
看着牠們不斷升值。
自從遊戲面世以來，以太坊輪
候的交易急升 6 倍，CryptoKitties
相關交易佔逾一成流量，拖慢了
平台的整體交易速度。以太坊的交
易費用基於以太幣需求，若養貓熱
潮持續，所有用家的交易成本將上
升。 ■英國廣播公司/彭博通訊社

破冰 20 年 土總統 65 年首訪希臘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定於今日到訪
希臘，進行兩天訪問，是自 1952 年
以來首位土耳其元首到訪當地，預計
雙方會商討在基建項目及難民問題上
加強合作，增進雙邊關係。土耳其和
希臘同屬北約，但兩國關係一直緊
張 ， 直 至 1990 年 代 後 期 才 開 始 破
冰。安卡拉 TOBB 經濟與科技大學教
授德米爾塔什指出，埃爾多安近年致

力加強與巴爾幹國家的經濟合作，但
涉及愛琴海主權的爭議難解，窒礙土
希關係取得突破。
埃爾多安曾在 2004 年及 2010 年以
總理身份訪問希臘，以總統身份則屬
首次。兩國紛爭源於歷史問題，主權
爭議令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直至
1999年土耳其發生大地震，希臘迅速
提供人道援助，兩國得以破冰。埃爾

多 安 領 導 的 正 義 與 發 展 黨(AKP) 自
2002年掌權後，尋求與希臘建立務實
外交關係，提出加強雙方貿易和旅遊
的措施，包括興建邊境大橋、鐵路和
增加渡輪航線等。

土批希窩藏政變罪犯
此外，兩國亦在難民問題和反恐情
報上深化合作，希臘更支持歐盟與土

耳其達成協議，土國同意設立難民關
卡，換取土國談判加入歐盟。然而雙
方近年關係並非坦途，今年 5 月土國
軍機曾在一天內 141 次進入有主權爭
議的愛琴海領空，引起希臘強烈不
滿。土耳其去年發生流產政變後，許
多參與政變的土耳其人逃至希臘尋求
政治庇護，土耳其政府指責希臘窩藏
罪犯。
■《紐約時報》

67%。
調查顯示，多種耐藥性細菌普遍存在於
海水和靠近水產養殖的沉積物。聯合國建
議各地政府應加強處理濫用及處置抗生
素，以及避免抗菌藥物、相關污染物和耐
藥性細菌，被排放至自然環境。
■聯合國

英漢謀刺文翠珊
炸首相府再刀襲
英國警方和情報機關
軍情五處(MI5)上周粉碎
一宗試圖行刺首相文翠
珊的陰謀，拘捕兩名伊
斯蘭極端分子，控以策
劃恐襲罪名，定於昨日
■ 警員在首相府外
在威斯敏斯特裁判法院
加強戒備。
加強戒備
。 美聯社
提堂。
警方表示，被捕兩名男子為 20 歲的拉赫曼和 21 歲的伊姆蘭，
他們計劃將炸彈藏於手提袋內，炸毀唐寧街 10 號首相府的閘
門，再趁混亂期間，用刀刺殺文翠珊。
警方上周二採取行動，在倫敦北部拘捕拉赫曼，在他身上搜出
懷疑爆炸裝置，同日稍後在伯明翰拘捕伊姆蘭，警方表示他試圖
取得假護照前往利比亞。
MI5處長帕克前日向內閣匯報案件，稱MI5和警方已調查約數
周，是過去一年第 9 宗被搗破的恐襲陰謀。文翠珊的發言人會後
表示，首相感謝MI5職員打擊恐怖主義威脅的不懈努力。
英國首相過往曾成為襲擊目標，愛爾蘭共和軍(IRA)在 1991 年
以土製迫擊炮攻擊首相府，炮彈落在花園，當時身處首相府的時
任首相馬卓安無恙。前首相戴卓爾夫人 1984 年在布賴頓出席保
守黨大會時，亦曾遭 IRA 襲擊，她沒有受傷，但有 5 人被殺，包
括一名保守黨議員。

政府查曼市恐襲 MI5疑卸責
英國曼徹斯特體育館今年 5 月舉行演唱會期間發生自殺式炸彈
襲擊，造成 22 人死亡，警方和 MI5 的內部調查指出，當局在事
件中沒嚴重犯錯。但政府委托調查的律師安德森發表報告，指兇
徒阿貝迪在施襲前被列入 MI5 監視名單，但 MI5 並沒特別留意
他，甚至以為對方只涉及幫派犯罪，結果錯失阻止恐襲的機會。
■《獨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