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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歐洲卸責損美貿易 開記者會自稱勝利

特朗普「突襲」北約
促軍費增一倍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北約峰會前夕，已多次批評成員國未有分擔軍

。
■特朗普在北約峰會期間，抬手看錶

費，他在前日的閉門會議中突然提出，將成員國軍費開支提升至國

美聯社

內生產總值(GDP)的 4%，較北約 2014 年同意的 2%目標增加一倍，
特朗普在作出提議後迅即離開會場。不少在場成員國領袖大感意
外，未知特朗普是作出正式建議，抑或只是其談判策略。白宮發言
人桑德斯其後證實特朗普的說法，但包括特朗普在內的全部北約領
袖在峰會聲明中重申 2%目標，未有提及增至 4%。
約成員國 2014 年同意在 10 年內，
北將軍費開支增至
GDP 的 2%，美國

和英國等 5 個國家已經達標，但法國和德
國的開支比例僅為 1.8%和 1.2%。特朗普
一直認為，德國節省國防開支，藉此騰出
資源加強出口，在與美國的貿易上佔優，
故他不滿德國在 2030 年前將軍費佔 GDP
比率增至 2%的計劃，認為德國有能力即
時達標。

開會時twitter賬戶發文
北約領袖在前日閉門會議中討論「責
任分擔」，特朗普除提出將軍費比率佔
4%外，更點名批評未有達標的 23 個成員
國。當特朗普身處會議室時，他的 twitter
賬戶同時發出帖文，表示其他國家對美國
徵收關稅，摧毀美國農民生計，他將會為
他們爭取更公平的貿易環境。英國首相文
翠珊亦在會上指出，成員國應增加國防開
支，稱這關乎北約共同防衛。
特朗普在twitter表示，美國過去為德國
等富裕北約成員國提供保護，免受俄羅斯
威脅，但德國花費數十億美元向俄羅斯購
買天然氣和能源，形容美國為歐洲補貼數
十億美元的同時，卻在貿易方面承受龐大
損失，認為是不可接受，故要求北約成員
國即時提升軍費佔GDP比率至2%，最終
增加至4%。

馬克龍反駁說法
特朗普於北約峰會完結後，在未有事

前公佈下召開記者會，形容在峰會上取得
勝利，曾向北約領袖表明對現時軍費分擔
狀況非常不滿，聲稱成員國均同意加快步
伐，會盡快將軍費開支佔 GDP 比率提升
至 2%。不過法國總統馬克龍反駁特朗普
的說法，稱峰會聲明已重申 2014 年的目
標，於2024年達標。
特朗普亦指出，他有權指示華府在未
得國會批准下退出北約，但認為無須這樣
做。

直呼德總理名字
特朗普據報在第 2 日會議中展現更強硬
態度，在會中打破外交規範，直呼默克爾
的名字「Angela」，默克爾亦表示會議氣
氛非常緊張。
對於即將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的美俄
峰會，特朗普表示會向俄總統普京談及敘
利亞和俄國涉嫌干預美國大選等議題，又
不排除在普京要求下，停止北約在波羅的
海國家的軍事演習。

領袖憂北約陷分化
在北約峰會舉行前，相關議程大多經
過各國安排和協調，特朗普今次突然作出
建議，令很多北約領袖措手不及，擔心北
約會陷入分化，不但重演上月七國集團
(G7)峰會不歡而散的場面，更可能削弱西
方國家在烏克蘭和敘利亞等議題上的凝聚
力。
■《衛報》/法新社/美聯社

新大臣公佈脫歐白皮書
英金融料受衝擊
英國新任脫歐大臣藍韜文昨日在下議院
公佈脫歐白皮書，與首相文翠珊早前與內
閣同意的脫歐方案相若，英國將在脫歐後
就貨品設立自由貿易區，但當中不包括服
務業，而英企亦不再享有歐盟單一市場的
「牌照通行權」，金融業料受嚴重衝擊。
文翠珊的脫歐方案惹來強硬脫歐派不
滿，促使前脫歐大臣戴德偉和外相約翰遜
先後辭職抗議，部分議員亦在昨日下議院

■默克爾與特朗普夫人聊天時
默克爾與特朗普夫人聊天時，
，特朗普背對她
們，與埃爾多安對話
與埃爾多安對話。
。
美聯社

會議中表達不滿，需暫停會議 5 分鐘。管
理倫敦金融城的倫敦市法團表示，政府的
脫歐計劃不利職位和經濟增長，並會減少
稅收，是對英國金融業的「真正打擊」。
法新社報道，文翠珊已向歐洲理事會
主席圖斯克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講述脫歐計
劃，獲得正面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則質
疑文翠珊的方案未必是英國人民所渴求。
■法新社

背對盟友埋堆土耳其 身體語言顯疏離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北約峰會上多番批評
其他成員國，亦未有與北約領袖進行互
動，美聯社分析指出，特朗普的身體語言
反映他與盟友關係疏離。
特朗普前日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共晉早餐時，批評德國向俄羅斯購買天然
氣，令會面氣氛緊張，雖然兩人在其後的
場合上互相握手和交談，但顯得流於表
面，跟斯托爾滕貝格同日與其他北約領袖
的會談氣氛相比，明顯冷淡得多。
當北約領袖在室外進行大合照時，特朗
普大多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克羅地亞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布魯塞爾出席北約峰
會後，昨日轉抵英國展開 4 天訪問行程，是
他以總統身份首次訪英。英國首相府前日
證實，首相文翠珊今日在鄉郊官邸會晤特
朗普期間，將討論 4 項議題，包括俄羅斯、
貿易、英國脫歐及中東局勢。文翠珊昨日
表示，將促請特朗普會晤俄羅斯總統普京

■美聯社

表面和好避正面摩擦
在閉門會議中，記者獲准短暫入內採
訪，特朗普表示他與默克爾關係很好，但
兩人當時在會議室中甚少有眼神接觸。美
聯社認為，特朗普的言論反映他與其他人
面對面接觸時避免產生摩擦，但會在他們

■泰國海豹突擊隊搜救泰少足任務完成，當局舉
行歡送儀式。
網上圖片

時，就前俄特工斯克里帕爾中毒案向普京
施壓。

對美俄溝通表示歡迎
文翠珊指出，美俄元首會面是避免俄國
與西方發生衝突的關鍵，英國對兩位領袖
會談、開啟美俄溝通渠道表示歡迎，英國

2020 年日本東京奧運組
委會表示，組委會與政府官
員昨日舉行會議，通過奧運
聖火傳遞將從 2011 年遭大
地震、海嘯及核災蹂躪的福
島縣作為起點，定於 2020
年 3 月 26 日開始，預計花
121 天傳遍全國，在開幕前
返回東京。
組委會表示，聖火傳遞以
全力進行重建的福島縣作為
起點，一路南下到達1964年
東京奧運聖火起點的沖繩
縣，然後北上，在 2020 年 7
月10日回到東京，7月24日
於開幕儀式上點燃主火炬。
日本復興大臣吉野正芳向
傳媒表示，選擇福島縣作為
奧運聖火傳遞的起點，顯示
主辦單位視這次奧運為「邁
向重建的奧運」，希望見到
災難倖存者參與傳遞聖火。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亦
稱，聖火傳遞的起點設在福
島，意義非常重大。
■美聯社/法新社

象徵邁向重建
奧運聖火傳遞福島起步

題。關注難民權益的活躍分子表示，泰國境內的
難民不受法律保障，無法獲得基本權利，導致他
們容易被剝削。由於沒任何國家承認他們的身分
及生活貧困，無論在工作及獲取福利上均受極大
限制，兒童亦難以入讀學校，令他們感到前路茫
茫。
■路透社/《衛報》

幾度瀕臨失敗 曾失聯23小時
救援人員昨日講述拯救行動更多細節，指過程
猶如與大自然作戰，相當危險，甚至幾度瀕臨失
敗。救援人員指出，在救行動期間發覺暴雨導致
水位高漲、洞穴被淤泥阻塞及通道狹窄能見度
低，才驚覺救援行動非常困難，突擊隊曾與進洞
搜救的團隊一度失去聯絡近23小時。
獲救的少年足球隊中，至少 3 名少年及其教練
是無國籍難民，引起外界關注泰國無國籍兒童問

背後大肆抨擊對方。

■特朗普與斯托爾滕貝格公式握
手。
路透社

特朗普抵英訪問 文翠珊促向俄施壓

泰海豹突擊隊寄語少年
「過好這一生」
從洞穴中獲救的泰國少年足球隊 12 名隊員和
一名教練，昨日繼續在醫院留醫，預計最少留院
一周，方可回家休養。泰國海豹突擊隊全力參與
救援行動，指揮官昨日寄語這群死裡逃生的少
年，希望他們能「過好這一生」。
海豹突擊隊指揮官阿帕恭昨日登上航班離開清
萊，他寄語這些少年要好好生活，並為國家作出
貢獻，他又以海軍常用的激勵士氣字句
「Hooyah」鼓勵他們。

總統基塔羅維奇交談，並背向德國總理默
克爾等領袖。在北約領袖進入室內準備舉
行閉門會議時，特朗普主要靠近國務卿蓬
佩奧和防長馬蒂斯等華府官員，甚少與其
他人握手交談。

長期目標是與俄國維持建設性關係，但盟
友必須通力合作，提出作出惡意行為的後
果。
文翠珊同時表示，希望特朗普到訪能促
進英美兩國關係，有助雙方未來達成自由
貿易協議，強調「沒有任何聯盟較英美特
殊關係更強大」。 ■《每日鏡報》/法新社

美海軍允女兵紮馬尾
■美國海軍女兵
以往要用尺量度
髮髻長度，確保
達標。 網上圖片

美國海軍表示，將放寬長期以
來要求軍中女性束髮髻、禁止將
頭髮垂下的髮式規定，允許女兵
值勤時紮馬尾及其他髮式，海軍
作戰部長理查森表示，此舉令海
軍更包容。
女水兵瓊斯周二參加 facebook
直播活動上，與理查森一起宣佈
新政策，定於前日生效。女海軍
上校肯特是建議更改髮式規定的
工作小組資深成員，她認為新規
定能讓擁有不同髮質的女性，將
頭髮維持天然狀態，無須為符合

要求而使用化學物質處理。
肯特在海軍服役近 26 年，她表
示服役期間一直受頭髮問題困
擾，在部署或訓練後，都要忙於
處理頭髮，服役初期曾遇上尷尬
情況，對於海軍領袖願意聽取意
見及理解箇中原因，放寬髮式規
定，感到非常鼓舞。
海軍表示，雖然新規定允許女
兵紮馬尾，但基於安全原因，新
規定不適用於負責操作重型機器
的女兵。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