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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歐盟近期

貿易糾紛不斷，使
特朗普與歐盟委員

會主席容克的會面備受矚目。特朗普向
來不掩飾對歐盟的厭惡，他不但支持英
國脫離歐盟，亦曾批評德國主導歐盟運
作，甚至被指曾暗中鼓勵法國脫歐。這
些主張表面看只是特朗普的個人意見，
但亦可能反映他希望分化歐盟，為美國
爭取更大利益的盤算。

美國二戰後一直傾向支持歐洲一體
化，這除了是華府對抗蘇聯的策略，美
國亦希望歐洲消弭戰爭，促進美歐共同
繁榮。不過，隨着歐盟融合加深，美國
開始憂慮歐洲單一市場變成「堡壘」，
通過反壟斷法等方式，削弱美國企業在
歐競爭力，例如Google過去兩年已因觸
犯反壟斷法，兩度被判處破紀錄罰款。

特朗普對多邊主義嗤之以鼻，認為這
限制美國權力，主張與各國直接談判，
例如在朝鮮核問題上，特朗普便捨棄昔
日的六方會談，改為與朝鮮領導人金正
恩單對單會面。

特朗普愛結交各國領袖，但無論各政
要對他態度如何，他始終沒忘卻分化不
同國家的「目標」。今年4月法國總統
馬克龍訪美期間，與特朗普互動親密，

不過歐盟官員事後披露，特朗普曾在私
人對話中，以雙邊貿易協定「利誘」法
國退出歐盟；特朗普亦曾公開抨擊德國
總理默克爾，明顯希望挑戰歐盟「火車
頭」德國。

特朗普早前訪英時接受報章專訪，不
惜冒干涉別國內政之忌諱，以美英自貿
協定為籌碼，要求英國放棄「軟脫歐」
方案。英揆文翠珊其後更爆料，稱特朗
普曾建議她控告歐盟，以便在脫歐談判
期間爭取更大利益，可見特朗普極盡挑
撥離間之能事。

目前歐盟經濟規模比美國更大，但若
各成員國分別與美國展開貿易談判，美
國便能把握與各國經濟規模的差距，增
加談判籌碼。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後，特
朗普正正挾強大國力，企圖迫使英國在
自貿協議談判作重大讓步，例如要求英
國採用美國的監管標準，甚至開放美國
企業進入英國公營醫療體系。

前車可鑑，德國前外長加布里爾直
言，歐洲不能再自我麻醉，必須團結一
致回應特朗普，否則只會讓對方得寸進
尺。容克身為歐盟領袖，可預期他將堅
定捍衛歐洲一體化，但歐洲各國政府的
取態，以至疑歐派的勢力消長，將成為
特朗普分化歐盟大計的真正關鍵。

選委會修例 多區首現女性投票

●極端主義

巴基斯坦持續受極端主義威脅，當局近年雖然掃蕩多個武
裝組織，但保安隱患仍揮之不去，西部接壤阿富汗的地區
暴力頻生。早前競選活動舉行期間，俾路支省發生炸彈襲
擊，最少149人死亡。

●經濟

巴基斯坦外匯儲備持續下跌，迫使本幣盧比今年多次貶
值，市場估計該國可能需再次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尋
求援助，將是5年以來第二次。巴國近年興建多項基建，外
界憂慮該國還款能力不足，加上油價上升增加進口成本，
評級機構惠譽警告，新政府必須盡快刺激經濟。

●人口膨脹

巴基斯坦宗教保守勢力龐大，國民避孕意識不足，當地每
名女子平均生育約3名小孩，生育率屬亞洲前列。去年人口
普查結果顯示，巴國人口已增至2.07億，長遠恐超出資源
負載能力。

●食水不足

巴基斯坦水源主要來自高山冰川和季候雨，但國內儲水區不
足，加上人口劇增，聯合國數字顯示，該國至2025年時，
人均食水量將只相當於索馬里的1/3，屬極度短缺水平。

●軍人干政

巴基斯坦建國以來，軍人干政陰影不斷，當地直至2013
年，才完成文人政府首次政黨輪替。然而巴國軍方影響力
仍然龐大，一旦文人政府與軍方關係惡化，當地仍可能面
臨政變。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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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昨日舉行國會大選

投票，除了選情激烈，大選安全

風險亦令人關注。鄰近阿富汗的西

部城市奎達一個票站昨日發生炸彈

襲擊，造成最少31死70傷，8名傷

者情況危殆，極端組織「伊斯蘭

國」(ISIS)宣稱策動襲擊。不過恐襲

未有嚇阻選民，選舉委員會估計，

今屆大選投票率可能創新高，預

料香港時間今日凌晨才會有

初步結果。

巴基斯坦大選

奎達是西部俾路支省首府，與阿
富汗相距僅數十公里。昨晨人

潮蜂擁到票站投票之際，一輛電單
車企圖衝入票站，駐站警員上前阻
止時隨即爆炸。當時身在票站的哈
利姆表示，電單車爆炸一刻傳出巨
響，其後冒出濃煙，不少人都嚇得
哭出來，他的叔叔也給炸死。

截斷部分相關地區通訊
俾路支省早前舉行競選活動期

間，已有極端分子施襲，造成149人
死亡，當局事後雖加強保安，但無
法阻止襲擊再次發生。
選舉委員會宣佈截斷俾路支部分

地區的互聯網和電話通訊，又透露
早已接獲針對票站、職員或候選人
的威脅。
巴基斯坦女性選民佔總數44%，
但部分地區社會風氣保守，女性一
直不獲准投票，上屆大選更有當選

人未獲任何女性選票。
選舉委員會今屆加入規定，所有

選區的女性投票率需達10%，該區
選舉結果才有效，昨日不少地區破
天荒有女選民投票，選委會估計，
西北部部落地區女性投票率有望升
至約5成。

反對黨倡免費醫療教育吸票
選前民調顯示，前板球球星伊姆

蘭汗成立的正義運動黨的全國支持
率，與執政黨、前總理謝里夫所屬
的穆斯林聯盟接近，軍方被指在多
個正義運動黨佔優的地區造票，干
預選舉結果。
居於拉合爾的選民阿克拉姆坦

言，過去每次投票均支持穆斯林聯
盟，但因正義運動黨提倡免費教育
和醫療，今次決定轉投後者。

■巴基斯坦《黎明報》/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於美東時間
昨日，到白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
面，美歐貿易糾紛成為主要議題。
特朗普前日在twitter發帖，諷刺容
克「趕到」華府與他談判，又稱美
國與歐盟應一同撤銷關稅。容克與
同行的歐盟貿易專員馬爾姆斯特倫
昨日率先為外界預期降溫，坦言對
會面不樂觀，又揚言已為美國對歐
汽車關稅作準備。
容克昨日接受德國傳媒訪問，他

直言了解特朗普的談判手法，對會
面成果不樂觀，強調會以對等身份
與對方談判。容克又稱歐盟無須自
我防衛，只需解釋立場，並致力避
免貿易戰爆發。
馬爾姆斯特倫同日受訪時，表示
期望訪美之行能為歐美緊張關係降
溫，避免貿易糾紛升級，「我平常

很樂觀，這次則只是稍微樂觀，但
總要嘗試」。
她透露，一旦美國對歐盟加徵

汽車關稅，歐盟已準備對美國農
產品、科技製品及機械等徵稅，
估計涉及總值約 200 億美元(約
1,570億港元)的貨物，又認為特朗
普早前提出美歐同時廢除關稅的
言論並非認真。

倘美徵汽車關稅恐引爆貿戰
特朗普前日稱，歐盟雖然威脅對

汽車關稅報復，但仍趕到華盛頓與
他會談，「這些年來對我們不公平
的國家，現在都來華盛頓談判了，
關稅萬歲！」
特朗普其後再度諷刺歐盟稱，建

議美歐同時廢除所有關稅、貿易壁
壘和補結，開放市場，「希望他們

做到，我們已準備好，但他們沒
有！」
美國商務部目前正調查進口歐盟

汽車是否威脅國家安全，預料下月
底至9月初有結果。有歐盟官員形
容，一旦汽車關稅實施，貿易糾紛
將全面升級為貿易戰。共和黨參議
員保羅則直言，關稅只是懲罰美國
消費者和農民，促請廢除關稅。

■《華爾街日報》/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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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專員：不樂觀
特朗普：關稅萬歲

伊萬卡結束名下時裝品牌 專注從政
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兒伊萬卡去年隨父親進
入白宮工作後，仍然繼續經營以自己命名的時
裝品牌，被質疑存在利益衝突，加上品牌在中
國生產衣服鞋履，亦被指不符合特朗普的美國
優先政策。隨着愈來愈多百貨公司為了避嫌，
與之劃清界線，伊萬卡前日終於宣佈結束品
牌，專注白宮高級顧問的工作。

料18員工將失飯碗
伊萬卡在聲明中表示，在華府工作近17個
月後，已經不知道何時或會否重返時裝界，
但認為由於自己在可見的將來仍會專注於現
時工作，為了對品牌夥伴和員工公平，決定
結束品牌業務。伊萬卡品牌現有的產品授權

合約不會續期，期限屆滿便結束。伊萬卡前
日已向員工公佈決定，據報18名員工將失去
飯碗。
消息指，伊萬卡品牌的運作一直受到限
制，以免招人話柄，據稱一心從政的伊萬卡認
為既然自己不打算在特朗普卸任後重操故業，
便沒有必要保留品牌。
據報伊萬卡品牌的盈利在特朗普勝選後一

度上升，但未幾便掉頭下跌，百貨公司Nord-
strom其後更宣佈將品牌下架。特朗普之後為
女兒抱不平，白宮顧問康韋更在電視上公開呼
籲美國人「買伊萬卡的東西」，結果弄巧成
拙，反而掀起杯葛潮，令品牌經營變得非常困
難。 ■美聯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敘南部多地遭ISIS襲擊至少183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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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南部蘇韋達省多地昨日遭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武
裝分子襲擊，造成至少 183人死
亡，當中包括89名平民，其餘則
是政府軍士兵，是ISIS歷來在當地

造成最多傷亡的襲擊之一。
武裝分子昨日清晨在蘇韋達省

蘇韋達市一個市場引爆炸彈，造
成包括商販和途人在內多人死
傷，兩名武裝分子其後試圖在同

一地點引爆炸彈，但被警方擊
斃。當地一處靠近巴士總站的路
口也發生爆炸。
此外，武裝分子還對蘇韋達省東

部和北部多個村莊發動襲擊，政府

軍擊退其進攻並消滅多名武裝分
子。
敘政府軍自上月中以來持續在南

部展開軍事行動，收復大量被反對
派控制的地區。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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