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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親駕貨車 為克里米亞大橋揭幕
連接俄羅斯與克里米亞的「克里米亞大橋」
昨日正式開幕，大力推動這項工程的俄羅斯總
統普京親臨揭幕，並親自駕駛大貨車通過。普
京表示，過往的沙皇曾夢想興建大橋，這項偉
大工程終於完成，這是歷史性的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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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亞大橋

歐最長大橋造價287億
克里米亞大橋長19公里，連接俄國南部克拉
斯諾達爾與克里米亞的刻赤，橫跨黑海和亞速
海之間的海峽，是歐洲最長大橋，耗資 2,280
億盧布(約 287 億港元)興建，原定 12 月才竣
工，但 1.5 萬名工人趕工 27 個月後提早完工，
每日可應付 4 萬架次汽車流量。普京昨日身穿
牛仔褲和外套，從克拉斯諾達爾一方駕駛貨車
出發，帶領數十架貨車駛過大橋，抵達克里米
亞。
克里米亞是俄羅斯人熱門度假勝地，但俄國
人以往需乘搭渡輪或飛機往當地，大橋開通
後，來往兩地交通更為方便。由於受烏克蘭和
西方國家制裁，克里米亞的食物供應大多由俄
國從水路運送，大橋亦可減少克里米亞對海上

運輸的依賴。俄羅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曾提
出興建大橋，後來因一戰爆發作罷，故克里米
亞大橋被視為普京光榮政績，部分俄人更稱之
為「普京大橋」。
烏克蘭一直批評大橋破壞環境，令大型船隻
無法通往亞速海的港口，總理格羅伊斯曼昨日
更指俄違反國際法。烏克蘭國家安全部門同日
較早時突擊搜查俄媒「俄羅斯新聞社」在基輔
的辦公室，並拘留部門主管，總編輯西蒙尼揚
表示，這是烏克蘭針對克里米亞大橋採取的報
復行動。
歐盟昨日發表聲明，指大橋侵犯烏克蘭主
權。歐盟與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也涉及與大
橋工程相關的人士，包括大橋承包商老闆、普
京好友羅滕貝格。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每日電訊報》

法院推翻 26 年舊例 刺激博彩股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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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年投注額逾萬億 勢斷黑幫財路
美國多年來禁止體育博彩，但非法外圍
賭博一直存在，每年投注額估計高達 1,500
億美元(約 1.18 萬億港元)。前聯邦檢察官賽
格爾估計，若全美賭波合法化，外圍賭博
客源將大減，有助打擊黑幫收入來源。不
過亦有專家認為，非法賭博完全消失的機
會不大。

賽格爾指出，不法分子多年來藉經營外
圍賭博，同時向賭徒放高利貸，創造豐厚
利益，賭波合法化有助截斷其財路。紐約
佩斯大學法律教授梅林戈洛形容，外圍賭
博是黑幫「核心業務」，合法體育博彩料能
重創黑幫。
不少球迷亦對體育博彩合法化持開放態

英國哈里王子與美國女星梅根將於
周六舉行大婚，但梅根父親馬克爾近
日被揭發與攝影師串謀，拍攝他扮作
刻意為女兒婚禮準備的情況，令英國
王室感到難堪。馬克爾向美媒表示，
他數日前心臟病發，為參加女兒婚禮
才出院，現時決定不出席婚禮，避免
令女兒及王室尷尬。

多張照片售百萬
《星期日郵報》報道，馬克爾與攝
影師雷納在多個場合拍攝多張照片，
包括馬克爾在網吧瀏覽女兒和哈里的
新聞、在星巴克咖啡店閱讀介紹英國
名勝的書籍，以及聘請冒牌裁縫師假
裝為他度身訂做婚禮服裝。這些照片
以10萬英鎊(約106萬港元)售予全球報
章雜誌及網站，未知馬克爾是否獲得
酬勞。
73 歲的馬克爾表示，狗仔隊曾拍攝
他肥胖和衣冠不整的照片，他為了重
塑形象，故接受雷納的建議拍攝照
片。馬克爾事後承認，照片予人造作
感覺，現時感到非常後悔。梅根同父
異母姊姊格蘭特稱，為了父親和王室
着想，才安排父親拍攝形象正面的照
片，沒想過藉此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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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婚禮安排，馬克爾會牽着梅根
踏紅地毯步入教堂，馬克爾表示，屆
時應由梅根母親拉格蘭代替他，牽着
梅根踏紅地毯。英媒引述哈里和梅根
的朋友表示，梅根得知父親將缺席婚
禮感到苦惱，希望說服父親回心轉
意。哈里則感到自責，認為事件因與
他扯上關係所致。哈里和梅根透過肯
辛頓宮發表聲明表示，在這艱難情況
下，希望外界諒解和尊重馬克爾。
另外，英國民調機構 YouGov 的調
查顯示，近 2/3 英國人對今次王室婚
禮不感興趣，57%受訪者亦認為，王
室除要承擔婚禮費用外，亦要支付警
方維持治安的費用。
■《衛報》
《每日郵報》
/

破蘇富比紀錄
《向左側臥的裸女》 億賣出

扮準備嫁女照失禮
梅根父拒出席大婚

度，56 歲的冰球愛好者格特勒表示，賭波
合法與否不會影響球迷習慣，「要是他們
想賭博，總會找到方法」。任職律師的籃
球迷亞當斯承認，體育博彩可能打擊比賽
公正性，但在外圍賭博猖獗下，這問題其
實早已存在。
■《紐約郵報》/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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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富比前日拍賣意大利畫
家莫迪里安尼 1917 年的作
品《向左側臥的裸女》，結
果以 1.572 億美元(約 12.3 億
港元)高價成交，刷新蘇富
比歷年紀錄，也是全球第 4
高的藝術品拍賣價。
《向左側臥的裸女》闊度
近1.47米，是莫迪里安尼最
大幅的作品，也是他的裸女
系列其中一張代表作，當年
首次在巴黎展出時引來極大
爭議，警方更以淫褻為由關
閉展覽，後世把莫迪里安尼
視為改變裸體觀念的藝術
家。
莫迪里安尼另一幅裸體作
品《側臥的裸女》2015 年
在佳士得拍賣時，由中國收
藏家劉益謙以 1.704 億美元
(約 13.4 億港元)投得，蘇富
比未有公佈今次買家的身
份。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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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早年未有禁止體育博彩，但聯邦政
府 1992 年實施《職業及業餘運動保護

法》(PASPA)，規定各州不得資助、經營、
宣傳或發牌批准體育博彩，只有 4 州例外，
其中內華達州是唯一可就每場體育賽事下注
的州份。新澤西州近年積極爭取賭波合法
化，冀透過博彩收益提振經濟，2012 年時
任州長克里斯蒂入稟法院，指控法案侵犯各
州權益，要求廢除。

PASPA侵犯州政府權利
最高法院 9 名法官前日以 6 比 3 的票數裁
定法案違憲。判詞指聯邦政府無權干涉各州
政府的行為，故 PASPA 是侵犯州政府權
利，但法院無意就體育博彩下決定，國會仍
可直接立法禁止體育博彩，若國會不採取行
動，各州便可自由決定就體育賽事開賭。

新澤西博彩商料年袋39億
新澤西州議員戈帕爾估計，州議會最快
下月便能通過賭波合法化法案，密西西比、
賓夕法尼亞和紐約州等多州預料亦會陸續跟

隨。
美國博彩協會(AGA)對裁決表示歡迎，博
彩公司 FanDuel 和 DraftKings 分別宣佈，會
把業務擴展至體育博彩。博彩股前日造好，
英國博彩公司威廉希爾股價急升 14.39%，
賭博設備公司 Scientific Games 股價亦升逾
一成。威廉希爾北美地區總裁阿舍預料，以
博彩公司通常收取投注額 5%費用計算，單
在新澤西州，體育博彩每年可為博彩公司帶
來5億美元(約39億港元)額外收入。

運動總會憂損賽事公正
多個運動總會憂慮，體育博彩將破壞運
動比賽正當性，但在裁決公佈後表示會盡力
配合立法。美國職棒大聯盟(MLB)警告裁決
影響深遠，將與各州政府和博彩業界緊密合
作，致力保持賽事公正。美式足球大聯盟
(NFL)則稱，將尋求各州立法時，規定博彩
公司只能使用官方聯賽數據。職籃聯盟
NBA 發言人西爾弗亦稱，聯盟會把比賽公
正放在第一位。
■《華爾街日報》/
美聯社/法新社

解房屋危機
西雅圖向巨企徵
「人頭稅」
美國西雅圖市議會前日通過議案，計劃
向亞馬遜和星巴克等大型企業開徵「人頭
稅」，稅項按照企業的員工數目而定，預計
每年為市政府額外增加 4,800 萬美元(約 3.8
億港元)收入，用作為當地露宿者提供服
務，並為低下階層興建可負擔房屋。

聘請一員工繳稅2159元
市議會一致通過議案，規定每年營收至少
2,000萬美元(約1.6億港元)的企業，在市內每
聘請一名全職員工，便要繳付 275 美元(約
2,159港元)稅款。市議會原先提出稅額為500

美元(約3,925港元)，後來作出讓步，新例明
年1月生效，西雅圖約3%企業將受影響。
亞馬遜曾批評市政府沒有效運用資源，
才導致嚴重的住屋問題，早前更威脅停建市
內一幢 17 層高辦公大樓，但在議案通過
後，已宣佈恢復相關工程。
西雅圖近年樓價飆升，令低下階層難以
負擔房屋支出，當地亦是美國露宿者人數第
3 多的地區，去年更有 169 宗露宿者死亡個
案。輿論認為，西雅圖實施新稅可能打擊經
濟，導致職位流失至其他地區。
■美聯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印度性別歧視行為年殺 24 萬女童
研究人員昨日在醫學期刊《刺針》發表
有關性別歧視的研究報告指出，印度每年有
24 萬名女童因重男輕女的社會風氣而無辜
死亡，這數字已剔除婦女在懷有女胎後墮胎
的個案，其中在貧窮、教育水平低和出生率
高的鄉郊及農村最普遍。
參與研究的巴黎第五大學研究員吉爾莫
托及其團隊，分析 46 個國家的人口數據，
比較無性別歧視社會和印度之間的 5 歲以下
女童死亡率，發現每 1,000 名在 2000 年至
2005 年間出生的女童，兩者的死亡數目相

差 19 人，若以一整年計算，即印度每年約
24 萬名女童因性別歧視而死亡。研究指
出，在印度 5 歲以下女童死亡個案中，約
22%死因涉性別歧視，其中以北方邦、比哈
爾邦、拉賈斯坦邦和中央邦最嚴重。
吉爾莫托表示，性別歧視除降低女性出
生率外，亦增加已出生女性的死亡率，性別
平等不應局限於教育、就業或參政等範疇，
亦要在接種疫苗、攝取營養等方面對兩性一
視同仁。
■法新社/《衛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