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騷靈歌后Aretha Franklin不敵癌魔 終年76歲

土財長：力壓通脹至單位數
不實行資本管制 擬向中德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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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財長阿爾巴伊拉克出身商
界，於2004年與總統埃爾多安的女兒
埃斯拉結婚，受岳父埃爾多安提攜，
在政壇扶搖直上，現時更被視為土耳
其政壇「第二號人物」。英媒指出，
埃爾多安雖然近期與美國總統特朗普
勢成水火，但兩人均推崇家族式管
治，非常信任自己的女婿。
40歲的阿爾巴伊拉克在紐約佩斯大

學取得金融碩士學位後，返回土耳其
完成博士學位，結婚後兩年獲委任為
土國能源及傳媒巨擘采力克集團行政

總裁，助他擴展人脈。他在2015年代
表執政正義與發展黨成功當選國會議
員，同年出任能源部長，上月更獲委
任為財長。他全力肅清黨內能威脅其
地位的競爭對手，包括前總理達武特
奧盧，並打壓任何被視為對埃爾多安
不忠誠的人，獲埃爾多安徹底信任。
阿爾巴伊拉克與埃爾多安同樣對西

方國家存有疑慮，尋求將土耳其的主
要經濟合作夥伴，從美國和歐洲轉向
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

■綜合報道

澳洲生蠔舉世馳名，當地特有
品種悉尼石蠔更以口味濃厚大受
歡迎，不過最新研究發現，原產
於新南威爾士省沿岸的悉尼石蠔
近年體型和產量大減，相信與全
球暖化導致海水酸度提升有關。
研究人員擔心，海水變酸已經演
變成全球性問題，可能威脅全球
海產養殖業。
研究分析了新南威爾士兩大悉
尼石蠔田的情況，發現沿岸水質
酸度提升導致石蠔體形縮小，產
量下降。領導研究的斯特靈大學
學者菲策爾說：「消費者最初可
能只會發現生蠔變小了，但如果
氣候變化和海平面上升令海洋及
沿岸地區酸化持續，將會對海產
養殖和數量產生巨大影響。」

澳洲蠔農幾年前曾經指出，農
業活動是海洋變酸的主因，不過
菲策爾認為當地政府早已採取措
施減輕人為因素影響，但現時此
問題更大程度是自然環境變化所
致。海水酸化會導致生蠔無法吸
收足夠碳酸鹽，限制牠們的外殼
生長，從而導致體形縮小和產量
下降。

■綜合報道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兄長金正

男去年在馬來西亞被暗殺，大
馬高等法院昨日裁定，涉嫌行
兇的印尼籍女疑犯艾莎和越南籍
女疑犯段氏香，謀殺罪表面證供成
立，須出庭答辯，一旦罪名成立，兩人
唯一刑罰將是死刑。法院暫定11月再度開
庭，由艾莎首先答辯，預計明年2月完成兩人

所有答辯。
法官阿里芬不接受辯方所指，兩人事發時
以為自己正演出電視真人騷節目的說法，認為
事發片段未能反映她們當時是進行惡作劇。他
又指出，雖然片段顯示4名在逃朝鮮籍疑犯出
現在吉隆坡國際機場，但「僅此而已」，未有
足夠證據顯示案件是政治暗殺。然而證據卻足
以證明兩人和另外4名朝鮮疑犯經過深思熟
慮，有系統地實施暗殺計劃，因而裁定兩人表

面證供成立。
印尼駐馬來西亞大使魯迪對裁決
表示震驚，但強調會尊重法院裁
決。艾莎父親阿斯里阿憂慮，法
院對事件早有定論，質疑審訊
只是「走過場」，兩人最終只
會被判有罪。段氏香父親段文盛
則指，因擔心裁決結果整晚失
眠，坦言對女兒不獲無罪釋放感到

失望。艾莎和段氏香代表律師強調，她們
只是朝鮮政治暗殺的工具，對計劃並不知情。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暖化致海水變酸
悉尼石蠔「長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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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科羅拉多州33歲男子沃茨報
案，表示懷孕15周的 34歲妻子莎
娜、以及兩名分別4歲及3歲的女兒
失蹤，他前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更激
動落淚，希望妻女能安全回家。美媒
引述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沃茨已向警
方承認殺害妻女，正被扣留調查。
沃茨早前向警方表示，在當地時間

周一上午約5時，他最後一次看見妻
女，當時曾與莎娜爭吵，莎娜稱打算
攜同女兒前往朋友家中。沃茨其後離
家上班，整個早上不斷致電莎娜及發
短訊，但均沒回應。他於中午時分透
過門鈴的遙距智能鏡頭，看見一名朋
友來訪，但無人應門，感覺事有蹺
蹊，立即飛奔回家，但屋內已空無一
人，因此立即報警。
沃茨向警方稱，難以相信家人會無

故失蹤，形容是一場噩夢。警方表
示，沃茨家中沒可疑跡象，亦無證據
顯示莎娜有精神問題。莎娜的朋友塞
耶表示，她的手機和銀包等個人物品
仍在屋內。

■綜合報道

獲岳父完全信任 財長成「第二號人物」

今次會議由花旗銀行及匯控等金融機
構籌辦，約6,000名投資者參與，

但阿爾巴伊拉克不接受現場提問，參與
人士需預先提交問題，安排備受詬病。
阿爾巴伊拉克表示，土耳其完全意識到
當下的挑戰，將會走出現時匯價波動的
困境，並變得更強大，他稱銀行資金沒
大量流走，承諾政府會支持銀行。他同
時指出降低通脹是首要目標，上月通脹
率為16%，希望盡早降至單位數，稱財
政紀律是經濟重要支柱，已要求所有部
長落實「具規模的節流計劃」，希望增
加財政盈餘。

分析師：手段需進取
阿爾巴伊拉克表示，土耳其不會實施
資本管制，企業有能力償還短期債務，
稱政府需和央行合作應對危機，不會向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助，正尋求吸
引直接投資。對於美國向土耳其實施制

裁，阿爾巴伊拉克稱，會向中國和德國
等國家尋求協助。在會議結束前，他聲
稱將很快與投資者會面。
里拉兌美元匯價今年累跌近4成，周一

更跌至7.24里拉兌1美元的新低，阿爾巴
伊拉克日前表示，政府承諾保持央行獨立
性，排除實施資本管制措施，同時加強財
政紀律及下調經濟增長目標，但他未有提
及實質救市計劃，未能釋除投資者疑慮。
荷蘭合作銀行新興市場分析師馬蒂斯表
示，阿爾巴伊拉克缺乏說服力，未能取得
市場信任。另有分析師認為，土耳其需採
取更進取手段解決里拉危機，例如大幅加
息和實施財政緊縮政策。
此外，阿爾巴伊拉克近日多次強調土

耳其經濟穩健，里拉急挫純粹因受到美
國發動「經濟戰」攻擊，投資者批評他
一直發出正面訊息，未有處理土國經濟
面對的問題，並擔心他缺乏財金經驗及
資歷尚淺，根本難以解決今次貨幣危

機。

美續施壓：放人仍制裁
美國早前因土耳其拘留美籍牧師布倫

森，將土耳其鋼鋁產品的進口關稅提高
一倍，白宮發言人桑德斯前日再發出強
硬訊息，表示即使布倫森獲釋，美國也
不會取消對土耳其加徵的鋼鋁關稅，稱
土耳其對美國進口商品提高一倍關稅的
反制措施是「錯誤行動」。華府言論一
出後，里拉兌美元匯價從 5.95 微跌至
5.98，但未有跌穿6.0水平。
阿爾巴伊拉克前日陪同埃爾多安，會

晤到訪的卡塔爾元首塔米姆，土耳其總
統府其後宣佈，卡塔爾承諾向土耳其直
接投資150億美元(約1,177億港元)。埃爾
多安昨日致電法國總統馬克龍，兩人同
意加強兩國經貿關係，促進雙方投資往
來，並安排兩國的財長早日會面。

■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樂壇傳奇人物、有「騷靈歌
后」之稱的Aretha Franklin，昨日不
敵癌魔，在底特律家中逝世，終年
76歲，離世時家人陪伴在側。Aretha
的家人發表聲明公佈死訊，表示
「這是我們人生中最黑暗時刻之
一」。美國總統特朗普讚揚Aretha是
偉大的女性，是上天賜予的禮物。

60年代爆紅 首女歌手登搖滾名人堂
Aretha Franklin於 2010年確診患
上胰臟癌，長期與癌症搏鬥，令她
的身體日漸消瘦。她最後一次公開
演出，是去年11月出席英國歌星艾
頓莊為愛滋病基金會籌款的演唱
會，她同年接受電視台訪問時，稱
對自己的事業感充實和滿足，將結

束長達50年的歌唱生涯，不再出席
公開活動，到周一傳出病危消息。
Aretha Franklin於上世紀60至70
年代紅遍全球，是流行樂壇代表人
物，經典作品包括《Respect》及《I
Say a Little Prayer》等。她曾奪得
18個格林美獎，在1987年成為登上
搖滾名人堂的首位女歌手，《滾
石》雜誌於2010年將她列為搖滾樂
時代最傑出歌手。她曾於已故黑人
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喪禮，以及
前總統奧巴馬及克林頓的總統就職
禮獻唱。
美國老牌創作歌手Carole King在

twitter貼文，讚揚Aretha Franklin是
傳奇人物，人生充滿愛與尊敬。

■法新社/路透社

領印度成擁核國 前總理瓦傑帕伊病逝

土耳其貨幣危機持續籠罩全球經濟，財長阿爾巴伊拉克

昨日與外國投資者進行電話會議，試圖安撫市場人士情

緒。他承諾土耳其會變得更強大，強調銀行體系穩

健。阿爾巴伊拉克上月才獲岳父總統埃爾多安委

任為財長，被指任人唯親，加上他不願與國

際投資者溝通，令投資者質疑其管治能

力，今次會議成為他的一次重大考驗，

能否帶領土國走出危機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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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莎艾莎

曾先後3度出
任印度總理的
瓦傑帕伊，
昨日在新德
里的醫院
病逝，終年
93歲。瓦傑
帕伊於1998
年下令進行核
試，令印度躋身

核子國家行列，並
領導印度成為地區經濟

強國。總理莫迪在社交網站發文，高度讚
揚瓦傑帕伊「傑出的領導，為21世紀強大
繁榮的印度奠下基礎」。
瓦傑帕伊於兩個多月前入住全印醫學科

學研究院，治療腎臟感染及肺阻塞，院方
公佈他前晚病情惡化，需依靠維生儀器，

延至昨日下午去世。
瓦傑帕伊於1924年出生，曾任職記者，

20多歲便投身政壇，並創立印度人民黨，
1957年首次當選國會議員，先後擔任9屆
眾議員。他於1996年帶領人民黨勝出大
選，首次出任總理，但只在位13天便因面
對不信任動議而辭職，1998年再次出任總
理，1999年成功連任，直至2004年卸任。
瓦傑帕伊被視為溫和派人物，任內積極推
動經改，令印度經濟急速增長。他於1998
年下令進行核試，與鄰國巴基斯坦爆發核
子競賽，但數年後推動與巴國展開和平進
程。
瓦傑帕伊任內從沒捲入貪腐醜聞，清廉

作風備受各界稱許。他曾於2003年訪問中
國，是10年來首位訪華的印度總理。

■路透社/美聯社/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