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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神 6 年首回購逾 70 億股份
股神巴菲特名下的投資旗艦巴
郡，在今年第 3 季回購逾 9 億美元
(逾 70 億港元)股份，是自 2012 年回
購約 13 億美元(約 101 億港元)股份
後，事隔 6 年再次回購。巴菲特出
名入市時機準確，經常能以低價收
購，但過去兩年極少進行大宗交
易。市場人士認為，巴菲特明顯認
為市場上缺乏吸引的投資機會，由

■巴菲特

於巴郡坐擁大量現金，股東要求他
回購股份及派股息的聲音高漲，在
資金缺乏其他出路下，回購股份可
能是較佳的投資。
巴 郡 第 3 季 錄 得 185 億 美 元 ( 約
1,439億港元)盈利，遠高於去年同期
的 40.7 億美元(約 317 億港元)，不過
季度盈利急升主要由於會計準則改
變，須包括尚未入賬的利潤。

巴菲特一直認為透過投資而非回
購股份和派股息，可令股東更受
惠，但巴郡自前年以來，只曾斥資
數十億美元購入蘋果公司股份，其
他大宗收購欠奉，相信是因美國股
市踏入歷來最長牛市，再沒股價吸
引的股份可買入。
華府去年推出稅改，令巴郡流動
資金增加，截至 9 月底累積現金達

1,036 億美元(約 8,058 億港元)，令巴
郡回購股份的壓力增加。巴郡以往
規定，在股價低於賬面值 120%時才
能回購，但今年 7 月更改政策，當
巴菲特和副手芒格認為巴郡股價低
於巴郡內在價值，便可進行回購。
資料顯示，巴郡以每股平均價 31.2
萬美元回購 A 股，另以每股平均價
207美元回購B股。
■綜合報道

文在寅夫人單獨訪印度 紀念韓古代王后

韓印借傳說「結盟」
韓國總統文在寅夫人金正淑昨日乘坐空軍二號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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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印度，展開為期 4 日訪問，她此行除與印度總理
莫迪會面外，並會前往阿約提亞，出席朝鮮半島古代
國家伽倻國首任王后許黃玉的紀念公園動土儀式，並
向其紀念碑獻花。相傳許王后原是阿約提亞的公主，
這段傳說連繫兩地，有
助加強印韓兩國關係。
韓國青瓦台發言人高旼

正淑是 16 年以來，首位單獨外訪的韓國第一夫人，她今日會
金在新德里會見莫迪，以及出席印度總統夫人所設的午宴，明

延表示，莫迪期望將紀

日出席許王后紀念公園動土儀式及排燈節開幕儀式。根據《三國遺
事》等文獻記載，許王后原是印度古國阿踰陁(Ayuta，即今日的阿
約提亞)的 Suriratna 公主，在公元 48 年，阿踰陁國王獲神靈托夢，
命他安排 16 歲的 Suriratna 遠赴朝鮮半島，嫁給伽倻首任國王金首
露，改名許黃玉。相傳伽倻國位處現今韓國金海市，許黃玉和金首
露育有10名子女，壽命長達150歲。

念公園動土儀式，打造
成紀念兩國合作交流歷
■許黃玉畫像

史的節慶。

金海市阿約提亞「姊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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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韓國金海市的許王
后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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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王后的故事雖只屬傳說，歷史學家亦無法證實是否真有其人。
不過許王后事跡近年已成為韓國和印度交流的契機，阿約提亞和金
海市於 2000 年簽訂協議，宣佈結為「姊妹城市」，翌年韓國派出
逾 100 名歷史學家和政府代表，聯同朝鮮駐印度大使，在阿約提亞
為許王后紀念碑揭幕，其後每年都有聲稱是許王后後裔的人前
往當地參拜。
韓國前年委派代表團向印度政府提交報告，計劃將
紀念碑擴建成紀念公園，獲印度政府同意。 在
新德里的韓國問題研究專家金淘永(譯音)表
示，許王后的事跡令印度和韓國擁有共
同歷史，協助兩國構建外交、經
濟以外的關係，消除雙方國
不過許黃玉的故事存在不少爭議，原因是《三國遺
民彼此在精神和文化上
事》
並非官修歷史，而且成書於 13 世紀，書中關於伽
的隔閡。
倻的記載主要來自
《駕洛國記》
，神話色彩濃厚，是否
■綜合報道
真的有首露王與許黃玉此人，今難以查證。《三國遺
事》也是不少朝鮮半島上古傳說的來源，例如檀君朝
鮮的傳說，最先就是出自
《三國遺事》
。 ■綜合報道

13 世紀古籍記載 印度公主遠嫁朝鮮半島

許黃玉由印度遠嫁到朝鮮半島的傳說，僅見於 13
世紀朝鮮古籍
《三國遺事》
。據書中記載，在東漢光武
帝建武 18 年(公元 42 年)，6 個載有天子的大蛋從天而
降，6 個男孩破殼而出，12 天後長大成人，最先出生
的名為首露王，他創立城邦國家金官伽倻，後來與另
外 5 人建立的城邦國家組成伽倻聯盟，許黃玉就是首

露王的妻子。
伽倻是朝鮮三國時期初期的國家，中國《宋書》
記為「任那、加羅」，金官伽倻相傳位於朝鮮半島南
部、現慶尚南道的金海市，於 532 年被新羅所滅。首
露王被奉為韓國當今最大氏族金海金氏之祖，韓國前
總統金大中也以金海金氏為本貫。

意風災 30 死毀 1400 萬樹 需百年復原
意大利近日狂風暴雨肆虐，民防部
門前日公佈，風暴在全國已造成 30 人
死亡，大部分死者均被塌下的樹木壓
死。意大利農場主協會(Coldiretti)指
出，強風摧毀約 1,400 萬株樹木，大部
分在北部地區，預計需最少一世紀才
能復原。
民防部門稱，薩丁島一名德國遊客
上周五遭閃電擊中死亡，另一名同遭
閃電擊中的傷者，在醫院留醫數天後

終告不治。西西里島官員稱，當地昨
日暴雨引發山泥傾瀉和洪水，最少 12
人死亡及兩人失蹤。
意大利東北部至西南部西西里島均
出現災情，北部屬重災區，水都威尼
斯所在的威尼托大區及鄰近的特倫蒂
諾大區，多地發生山泥傾瀉，堵塞道
路，令多條村莊對外聯繫中斷，威尼
托風速高達每小時 180 公里，民防部
長博雷利形容情況猶如「世界末

日」。
威尼斯以北 100 公里的貝魯諾附近
阿爾卑斯山區，大量松樹與紅杉樹在
強風下如火柴般倒下，靠近奧地利邊
境的上科梅利科，大量折斷樹木沿皮
亞偉河飄流至一個水庫，水面佈滿斷
樹。威尼托大區區長扎亞表示，風暴
在當地已造成至少 10 億歐元(約 89 億
港元)損失。
■路透社

■強風摧毀約 1,400
萬株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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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9 米高充氣滑梯倒塌
8 童重傷
英國薩里郡一個公園內，一道約 9 米高的巨型充氣滑梯前
晚突然倒塌，約15至20名兒童從滑梯上跌落混凝土地面，8
名兒童受重傷，主要是脊椎和頸部受傷及手腳骨折。事發
後，部分參加者未有關注兒童安危，反而催促主辦單位趕快
退還門票款項，遭網民怒斥涼薄。
事發在沃金公園，場內一名遊人稱，事前他看見多達 40
名兒童在充氣滑梯上，遠超出安全指示規定的 12 人，明顯
並不安全。有目擊者稱，當時聽到兒童的尖叫聲，情況非常
可怕，不少家長被嚇至驚惶失措。

涼薄遊人促退門票費

傳歐盟讓步 英脫歐暫留關稅同盟
北愛爾蘭與愛爾蘭之間的邊界地位
問題，成為英國與歐盟達成脫歐協議
的最大障礙，但有關談判似有突破。
《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首相文翠
珊成功爭取歐盟讓步，雙方同意英國
明年脫歐後，暫時留在歐盟關稅同
盟，直至達成新的貿易協議，避免北
愛出現硬邊界。英政府內閣明日將討

論協議細節，期望於周五前獲得足夠
支持，讓歐盟宣佈本月稍後舉行特別
峰會，敲定脫歐條款。
據報英歐上周舉行秘密談判，歐盟
同意讓全英國、而非只有北愛暫留關
稅同盟，條款將寫入具法律約束力的
脫歐協議內。對於北愛出口往愛爾蘭
的貨物，歐盟接納由英方官員在北愛

的工廠或商店進行檢查，無須在邊境
檢查，英國亦有權參與制訂貿易法
規。為爭取脫歐派支持，協議同時加
入「退出條款」，確保英國不會無限
期留在關稅同盟。

9內閣大臣質疑合法性
文翠珊料將在內閣會議上，要求硬

脫歐派官員同意方案，否則他們需就
英國無協議脫歐承擔責任。首相府拒
絕證實脫歐協議的報道，指消息純屬
揣測。不過，英政府內部質疑脫歐協
議內容的合法性，9名內閣大臣向文翠
珊表明，除非檢察總長郝思賢首肯，
否則他們不會支持方案。
■綜合報道

當局派出一架救護直升機和至少 20 輛救護車到場，將傷
者送院救治。當時公園內共有 1.2 萬人，準備欣賞大型煙火
匯演，由於發生滑梯倒塌，園方宣佈取消發放煙花，不少家
長隨即帶同子女疏散。
今次活動由扶輪會當地分部籌辦，家庭門票價格為 12 英
鎊(約 122 港元)，可讓兩名成人和兩名兒童入場。有購票人
士在社交網站要求退款，主辦單位回應稱，正專注協助緊急
救援部門，救助受傷兒童，稍後會處理退款事宜。網民形容
此時只顧要求退款的人是「人渣」，應對自己的言行感到羞
恥。有購票人士表示，願將退款捐給受影響的人。
■綜合報道
■傷者在現場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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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捐手稿 母校設
「藏館」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昨日宣佈，
將向母校早稻田大學捐出作品手稿及
各國翻譯本，還有他的藏書和唱片，
成立以村上命名、專門收藏其作品的
圖書館。村上為隆重其事，破天荒召
開記者會公佈消息，是他入行 37 年
來，首次在日本舉行新聞發佈會。
村上 1975 年於早稻田大學畢業，他

表示手稿對自己非常重要，由於他沒
有子女，當他百年歸老後，手稿可能
逐漸散失，「這樣會很麻煩」，因此
決定捐出。
早稻田大學宣佈，圖書館暫名為
「村上圖書館」，除收藏村上捐出的
物品，也會讓各地學者舉行會議，預
料最快明年局部開放，藏品料包括村

上名作《挪威的森林》初稿。村上
稱，期望圖書館有助研究其作品的
人，並促進文化交流。
慶應義塾大學美國文學系教授巽孝
之表示，全球學術界有不少論文圍繞
村上的作品，成立圖書館將極具意
義。
■綜合報道

■村上春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