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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證童分開太久 認不出父母
嘗試掙開母親懷抱
31歲的洛佩斯表示，3歲兒子艾德森認不
出她，家人團聚的喜悅頓時變成哀傷，她
■巴勃羅（左）與女兒達利重聚時，遭她不斷嘗
試掙開懷抱。
網上圖片

不禁落淚。35歲的巴勃羅與3歲女兒達利分
開後，女兒入住收容中心並獲社工照顧，當
巴勃羅再與女兒會面時，達利卻不斷嘗試掙
開母親的懷抱，更高呼「我要社工姐姐」，
而達利與母親分離前懂得自行如廁，現時卻
要依賴尿片。
27歲的若澤來自洪都拉斯，他前日在鳳凰
城和3歲兒子團聚，但他表示兒子起初不認
得他，當他想親吻和擁抱孩子時，兒子突然

逾半仍未團聚 法官促精簡程序

美國聖迭戈地方法院上月要求聯邦政府，
在前日限期前安排5歲以下無證兒童與非法
入境的家人團聚。雖然部分無證兒童最終能
與家人重聚，但由於分離時間太久，一時認
不出自己的父母，令不少父母感到心酸。

目前有超過 2,300 名非法入
境兒童與父母分離，區域法
官薩布拉夫上月要求政府在
14日內，安排被拘留的102名
5 歲或以下非法入境兒童和家
人團聚，並在本月 26 日前讓
所有非法移民家庭重聚。但
華府透露，前日期限前只能
安排當中 38 人和父母重聚，
薩布拉夫前日給予政府更多
時間處理，但質疑政府辦事
效率過慢，要求精簡程序。
薩布拉夫表示，若政府精
簡驗證程序，更積極尋找和
子女失散的非法移民父母，
前日理應可安排 63 名幼童和
家人團聚，但他又指，雖然
程序延遲，但至少已取得
「真正進展」。司法部律師
費邁則估計，最終僅有 75 名
幼童可獲釋放，另外 27 人由
於父母已被美國驅逐出境或
遭囚禁，短期內無法安排他
們相見。 ■《華盛頓郵報》/
法新社/美聯社

哭泣，「我問他是否憎恨我，他聽到後不發
一言，直到我敦促他說話，才回答『是』，
這令我感到心碎」。
移民權益律師瓦爾德斯表示，部分無證
兒童在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的中心外與家人
重聚時，均感到非常高興，但慨嘆許多兒
童對父母感到陌生。有父親安慰他們的孩
子，告訴他們一家人不會再分離。
■《紐約時報》/美聯社

■女童舉起海報，
希望非法移民家庭
能重聚。 法新社

■特朗普在北約峰會前
批評德國向俄羅斯購買
天然氣。
美聯社

■有父親仍未能與孩子相見，傷心哭泣。美聯社

批德向俄買氣
特朗普斥淪「俘虜」

北約峰會前點火頭 默克爾以柔制剛反駁
一連兩日的北約峰會昨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各國
領袖還未坐上談判桌，會場外已瀰漫一片火藥味。美國總

北約成員國軍費開支

統特朗普早上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早餐時，突然批
評德國向俄羅斯購買天然氣，等同淪為俄國的「俘虜」，

■美國在北約的開支

又再次要求歐洲成員國增加軍費，德國總理默克爾則來一
招「以柔制剛」，以自己生於東歐的童年經歷切入，說明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聲稱，美國支付北約 9 成軍費，但北約數據
顯示，今年29個成員國總軍費逾一萬億美元(約7.84萬億港元)，美
國佔7,060億美元(約5.54萬億港元)，佔總額不足7成。

德國有獨立決策，亦為北約貢獻良多。

■2%的承諾

特朗普在早餐會上表示，德國
願意支持作價 110 億美元(約

863 億港元)波羅的海天然氣管道，
卻遲遲不肯把軍費開支提升至北
約目標水平，認為有關做法令德
國變成俄羅斯的「俘虜」。特朗
普更直言：「我們（美國）本來
要從俄羅斯手中保護你們，他們
卻每年支付數以十億計美元給俄
羅斯，我覺得這非常不恰當。」

默克爾強調德決策獨立
斯托爾滕貝格冷不防被特朗普
的言論嚇倒，急忙反駁，強調
「和而不同」是北約重要理念，
「我認為兩場世界大戰和冷戰都
教會我們，團結比分裂更令我們
強大。」
報道指，特朗普所指的應該是
德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項
目，該項目屬於商界合資，但特
朗普似乎誤以為是由德國政府出
資。
默克爾進入會場前回應稱，她
曾經歷德國受蘇聯控制的日子，
但德國如今已是自由國度，強調
德國決策獨立，「這對東德人民
來說特別好」。
默克爾又重申，德國對北約任
務派出的部隊規模，是成員國中
第二大，德軍亦有參與阿富汗的

北約成員國防長 2006 年同意一項指引，軍費佔國內生產總值
(GDP)最少 2%，但金融海嘯令很多國家削減軍事預算。鑑於烏克
蘭危機加劇，北約成員國於 2014 年峰會上，承諾推動在 10 年內
實現軍費佔 GDP 的 2%指引。

任務，保護美國利益。

特朗普促北約盟友增軍費
特朗普早在啟程前已經連番炮
轟北約盟友未有履行承諾，把軍
費提升至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
2%，且拖欠美國多年款項，又指
歐盟在貿易上佔了美國的便宜。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回應
指，美國不可能擁有比歐盟更好
的盟友，促請美國珍惜所餘無幾
的盟友。圖斯克指出，雖然北約
分擔軍費重要，但成員國真誠團
結更重要，並反駁特朗普有關美
國獨力抗衡北約敵人的說法，稱
當美國受到襲擊時，歐盟首先作
出大規模回應，並在「911」恐襲
後呼籲各國團結，歐洲軍人亦在
阿富汗戰爭與美軍並肩作戰。
特朗普今日將轉往英國，會晤
首相文翠珊並覲見英女王，下周
一則會在芬蘭赫爾辛基，與俄羅
斯總統普京會面。
特朗普表示，在這三場峰會
中，美俄峰會可能是最容易處
理，暫時未能認定普京是「敵人
抑或朋友」，但形容對方是「競
爭對手」。
■美聯社/路透社/
《華盛頓郵報》/
《華爾街日報》

■達到2%目標的成員國
■默克爾回應特朗普批評時稱，德國是自由國度，決策獨立。

稱與約翰遜友好 或訪英時會面
美國總統特朗普出席北約峰會後，
今日會轉抵英國訪問，他前日形容因
反對英國首相文翠珊脫歐方案而辭職
的前外相約翰遜是他的好友，表示一
直獲約翰遜支持，可能在訪英期間與
對方會晤。文翠珊發言人表示，英國
前外相與美國總統保持友好關係，對
英國有利。
特朗普形容英國現時陷入政治亂
局，當被問及文翠珊應否留任首相
時，他稱應由英國人決定，並表示與
文翠珊保持良好關係。美國駐英國大

■防衛開支與北約開支

使伍迪稱，不肯定特朗普會否與約翰
遜會面，日程上則未有安排。伍迪同
時指文翠珊展示強大領導能力，特朗
普今次訪英有助鞏固美英特殊關係，
深信英國政府能適當處理脫歐議題。
特朗普訪英料迎來大型示威，倫敦
市長簡世德因批准示威主辦單位升起
「特朗普巨嬰」氣球以示抗議，惹來
批評。簡世德表示，示威者有集會和
抗議的自由，他不會進行審查，但行
動必須和平及安全。
■《泰晤士報》/路透社

特朗普認為盟友拖欠北約開支，混淆了「2%承諾」的概念。
「2%承諾」是指成員國本身的防衛開支，加上對北約財政貢獻，後
者用於北約布魯塞爾總部的運作成本，以及資助北約的指揮架構。
■法新社

軍費開支成北約峰會焦點
■增加成員國軍費支出至國內生產總值的 2%
■重申美國與北約盟友的共同防衛承諾
■訓練伊拉克軍人和阿富汗保安部隊
■加強波羅的海國家防衛力量
■《華爾街日報》

圖干預馬其頓改名 希逐 2 俄外交官
希臘媒體昨日報道，希臘政府以「進
行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行為」為由，驅
逐兩名俄羅斯外交官，並禁止另外兩名
俄外交官入境。
希臘政府發言人未有證實消息，但認

為可能是俄外交官進行非法行為及不尊
重希臘，因此導致驅逐決定，強調不會
容忍任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俄新社其後
引述俄國會議員稱，俄國將驅逐兩名希
臘外交官以示回應。

美國女穿波多黎各旗衫被指「反美」
美國女子伊里薩里上月到伊利諾伊州一個
公園慶祝生日，其間一名懷疑醉酒男子走
近，指她身穿印有波多黎各旗幟圖案的恤衫
是「反美」，伊里薩里向一名警員投訴遭騷
擾，但警員坐視不理。
伊 里 薩 里 拍 下 事 發 經 過 並 上 載 至 facebook，警方表示已將涉事警員暫時調任文
職，等候調查。

根據北約數字，美國是是軍費最多的北約國家，估計今年佔
GDP 的 3.5%，希臘以 2.27%排第 2，愛沙尼亞以 2.14%排第 3，
英國則為 2.1%。拉脫維亞以 2%僅達標，波蘭、立陶宛及羅馬尼
亞預計今年稍後達到門檻。德國軍費僅佔 GDP 的 1.24%，成為特
朗普頭號批評對象。

路透社

伊里薩里表示，她上月14日到庫克縣森林
保育區遊玩，慶祝24歲生日，其間一名男子
指責她在美國穿上印有波多黎各旗幟和字樣
的恤衫，不斷質問她是否美國公民。
伊里薩里向一名公園巡警投訴遭滋擾，表
示感到不安及受威脅，該名警員起初轉身離
開，其後才上前叫騷擾的男子收聲。最終一
名女警到達拘捕該男子，控以襲擊及行為不

檢罪名。
伊里薩里的片段獲得逾 140 萬次瀏覽，並
引起政治領袖關注。波多黎各總督羅塞洛表
示，片段使他感到震驚，認為涉事警員沒確
保居民安全。庫克縣森林保育區警方稱，歡
迎所有人到保育區遊覽，不應有人來到這裡
感到不安全。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華盛頓郵報》

希媒引述資深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事
件已醞釀一段時間，希臘相信俄外交官
試圖賄賂希政府官員及宗教界人士，以
及企圖干預希臘與鄰國馬其頓就後者更
改國名的談判。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加央行加息 1/4 厘
加拿大央行昨日宣佈加息 1/4 厘，指
標隔夜利率升至 1.5厘，是12個月內第 4
度加息，同時令當地息口水平升至 2008
年12月以來最高位。
由於央行會後聲明對經濟前景的用字
相對樂觀，令市場預期央行會繼續加
息，消息刺激加元匯價抽升，每美元兌
加 元 匯 價 由 1.314 加 元 跌 至 1.3079 加

元。
加央行在聲明中未有加入「鴿派」用
字，但重申息口有必要進一步緩慢上
升，以控制物價。
央行表示，加拿大經濟持續全速運
轉，預期通脹率未來一段時間會升至
2.5%，到 2019 年下半年才會回落至 2%
水平。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