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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加息至 24 厘 央行不排除再出手
緊政策。土耳其最新通脹率已升至
17.9%，是2003年以來最高，利率由今
年4月起亦已累積上升11.25厘。

土耳其央行昨日議息，出乎市場預
料宣佈大幅加息 6.25 厘，基準利率即
日起由 17.75 厘調高至 24 厘，是總統
埃爾多安執政 15 年以來，最大幅度
的一次加息。消息刺激土耳其里拉
匯價急升，兌美元一度反彈逾 5%，
高見 6.0168 里拉兌 1 美元，其後稍
為回順。
央行在議息聲明中承認，土耳其經
■埃爾多安指加息本末倒置。
路透社 濟疲弱，加息將進一步打擊經濟，但
更需要捍衛里拉匯價，並壓抑不斷
飆升的通脹，有需耍時將進一步收

分析師讚行動顯常識
埃爾多安在央行宣佈加息前數小
時，在首都安卡拉發表演說，批評央
行決策錯誤，導致通脹加劇，付出代
價的卻是人民。他重申加息是本末倒
置，表示降低借貸息率才能使通脹率
下降，又強調里拉下瀉是「假波
動」，屬於經濟戰爭的一部分。埃爾

多安同日亦宣佈，房地產交易必須
以里拉完成，藉此刺激里拉需求。
市場人士普遍歡迎土耳其加息，法
國農業信貸銀行新興市場高級策略師
特雷斯卡指出，土耳其經濟無可避免
將受加息影響，但若容許里拉貶值和
通脹的惡性循環持續，後果將更為嚴
重。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
新興市場部門主管迪芒形容，央行
行動是彰顯常識，期望土耳其貨幣
政策逐漸恢復公信力。
■綜合報道

歐央行利率不變 警告保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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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央行(ECB)昨日議息，會後宣佈利率
維持不變，另外每月買債額會由 300 億歐元
(2,746 億港元)削減至 150 億歐元(約 1,373 億
港元)。行長德拉吉表示，貿易保護主義、
新興市場經濟不穩和金融市場波動，均增加
經濟不明朗因素，累中以保護主義影響最
大，但對歐元區經濟有信心，會維持年底結
束量化寬鬆的計劃。
歐央行宣佈基準利率維持在零水平，隔夜
貸款利率及存款利率維持 0.25 厘及負 0.4
厘，預料直至明年均不會調整利率。央行指
除非出現突發性危機或衰退，否則不會改變
策略。
歐元區第二季經濟按季增長 0.3%，歐央
行宣佈稍為下調全年經濟增長預測至 2%，
較上次議息低 0.1 個百分點，預料明年和
2020 年經濟增長分別為 1.8%和 1.7%，期內
通脹率則為1.7%。
英倫銀行昨日亦議息，宣佈維持利率於
0.75 厘不變，但警告脫歐將使未來經濟不明
朗。另外，為協助英國經濟渡過脫歐後的動
盪時期，財政大臣夏文達周二宣佈，央行行
長卡尼已同意留任至2020年1月。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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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電子煙在全球大行其道，不少廠
商宣稱其有害物質較少，吸引大批年輕人投身
「電子煙民」行列。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近月進
行全國執法行動，發現吸食電子煙的未成年人士人數大幅上
升，不少商戶更違法向未成年人士出售電子煙，局方因此向
各大電子煙生產商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廠商在 60 日
內提出防止青少年吸食電子煙的計劃，否則將會立
即在全美禁售有味電子煙。
■FDA打擊零售商非法向年輕人售賣電子煙。
子煙是以電流通過霧化器，產生
電蒸氣模擬吸煙的一種工具，由於

添加於霧化器的煙油含有尼古丁，可令
人上癮。目前美國主要電子煙生產商分
別 是 JUUL、 VUSE、 blu、 MarkTen 及
Logic，它們均有推出添加特殊口味的電
子煙，例如朱古力味或雜果味等，被指
是要針對青少年，早已受到批評。
FDA 局長戈特利布引述局方未公開的
報告，未成年人士吸食電子煙人數大幅抽

升，情況令人關注，憂慮將有愈來愈多年
輕人電子煙上癮。FDA 今夏在全國採取
臥底執法行動，打擊非法向年輕人售賣電
子煙，共向零售商戶發出 1,100 封警告
信，罰款131宗，顯示情況嚴重。

FDA局長：已成「疫潮」
戈特利布形容電子煙問題已是「疫
潮」，局方將會首先針對有味電子煙，
如果廠商未有按要求改善，將會考慮即

時全面禁售所有同類產品。

未成年禁售例未見效
今次 FDA 的決定可說是一次 180 度轉
變，自從去年以來，戈特利布曾多次在
公開場合宣稱電子煙是幫助成年人戒掉
傳統香煙的替代品，他前日宣佈決定對
有味電子煙開刀時，亦承認今是而昨
非，低估了電子煙在年輕人的流行程
度。有反吸煙組織表示，今次是 FDA 首

法新社

次承認有必要應對青少年吸食電子煙問
題。FDA 前年已經禁止向未成年人士出
售電子煙，但最新數據顯示有關法例未
能落實。
總部設於三藩市的JUUL，旗下一款外
型像 USB 手指的電子煙，在美國中學生
之間非常受歡迎，公司行政總裁表示會
主動與 FDA 合作，防止未成年人士使用
產品，但聲稱有味電子煙是針對成人顧
客，對禁售有保留。
■綜合報道

安全成疑 研究：蒸氣同含致癌物

商戶違法售予未成年者 季收 1100 警告信
電 子 煙 早 於 2007 年 開 始 於 美 國 流
行，由於大部分電子煙含有尼古丁，除
有機會令青少年上癮，亦可能導致腦部
受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米德爾
考夫表示，雖然電子煙和傳統香煙的風
險孰高孰低仍有待詳細研究，但強調不
鼓勵非吸煙人士接觸電子煙。
2015 年一份研究發現，電子煙霧化
器使用的煙油中，所含有的丙二醇及甘
油等物質，在霧化器未加熱產生蒸氣
前，仍有機會符合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
局(FDA)安全標準，但至產生蒸氣後，
就會產生甲醛等致癌物質。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2 月的研究亦指
出，電子煙蒸氣含有錳、鉻與鎳等可引
致肺癌、肝癌、心血管、免疫系統及腦
部受損的金屬物質。
米德爾考夫主導的研究指出，長期吸
食電子煙的人士，會較非吸煙者更易出
現腎上腺素上升，並增加體內的氧化壓
力，增加患上心臟病的風險。不過米德
爾考夫表示，大部分調查發現，電子煙
致癌物含量較普通煙草低，因此雖然兩
者均會引致心臟病，但客觀而言，電子
煙引致癌症的機會較少。 ■綜合報道

豊洲新市場爭議聲中揭幕

■美國新
移民比例
最新增至
13.7%。
網上圖片
美國人口調查與統計局前日公佈最新統
計數字，顯示在外國出生的美國公民比例
增至 13.7%，是自 1910 年以來最高，邊境
防衛隊數據更顯示，上月越過美墨邊境而
被捕的家庭數量按月增長 38%。總統特朗
普隨即要求進一步收緊移民法例，布魯金
斯學會則發現，美國由 2010 年至今，多達
41%新移民來自亞洲，比來自拉丁美洲的
39%更高。
從亞洲移民至美國的人口在 2010 年起明
顯上升，當中以中國和印度移民增幅最
大，不過整體非美國出生居民中，拉美裔

仍佔 50%。移民定居的州份亦明顯改變，
不少過去較少移民的地區均有新移民湧
入，田納西州和肯塔基州非本地出生公民
人口期內增幅達20%。

45%學歷高中以上
布魯金斯學會人口學家弗雷指出，外界
過去認為新移民均是來自拉丁美洲的低技
術工人，但最新數據顯示，45%新移民學
歷達高中程度或以上，比 2000 年至 2009 年
的 30%大增，形容報告結果跟此前想像有
頗大出入。
■綜合報道

摩通總裁：我可擊敗特朗普

美新移民比例創 108 年新高

■戴蒙

摩根大通總裁戴蒙向來敢於就政治
議題發言，他前日出席活動時，揚言
可在選舉中擊敗現任總統特朗普，馬
上引來騷動。戴蒙不久後澄清無意參
選總統，特朗普則不忘數落戴蒙，稱
對方並不聰明，演說也不佳，而且
「神經質得一團糟」。
戴蒙曾公開批評特朗普的移民和貿
易政策，但支持去年通過的稅改方
案。他前日表示自己跟特朗普一樣堅
強，而且更聰明，他的財富也是親手
賺來，並非來自父親，暗指特朗普靠
父蔭，「我想我能擊敗他」。戴蒙事
後發聲明，表示言論只是出於不滿華
府現狀，自己無意參選總統。
■綜合報道

即將於下月 11 日正式取代東京
築地市場的豊洲市場，昨日率先舉
行開幕剪綵儀式，東京都知事小池
百合子等約 900 名政府官員和漁農
業界人士出席。
豊洲市場原定前年啟用，但由於
地下土受污染，需加建安全措施，
結果啟用時間足足遲了近兩年，到
近日再爆出當局隱瞞沉降長達一年
的醜聞，爭議不止。
築地市場最後一個營業日是下月
6 日，5 天後豊洲市場會正式啟
用，但不少商戶均表示進度太趕，
擔心無法如期完成搬遷。
■綜合報道

■小池百合子(右二)出席豊洲市場開幕
儀式。
美聯社

昂山：兩記者被囚基於法治
緬甸法院早前宣判，兩名揭發羅興
亞人道危機的路透社記者入獄 7 年，緬
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姬昨日演講時，強
調兩名記者已被裁定觸犯官方機密條
例罪成，促請外界尊重法治，若被告
不服裁決，可提出上訴。
昂山指出兩名記者並非因記者身份
而被囚，質疑批評者根本沒閱讀法官
判詞，「這完全不涉及表達自由，而
是涉及官方機密條例」。昂山承認當
初可更妥善處理若開邦局勢，但重申

不能選擇性保護個別人士。
路透社回應指，相信兩名記者沒違
反緬甸法律，亦沒危害國家安全。人
權觀察組織(HRW)亞洲區副主任羅伯
遜批評，昂山錯誤理解法治的含意，
強調法治必須建基於司法獨立，法律
條文本身也要恰當。
歐盟外交事務專員莫蓋里尼亦譴責
緬甸囚禁兩名記者，形容緬甸的新聞
自由、民主和法治未能通過考驗。
■路透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