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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奢侈品牌先河 助推業界道德觀

Chanel棄用稀有皮革 鱷魚皮手袋不再
法國時尚品牌 Chanel 前日宣佈，將停止採
用稀有野生動物皮革生產旗下產品，包括以

■Chanel 未來將專注設計新一代
高檔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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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鏈不透明
可持續發展易淪空談

蜥蜴、鱷魚、蛇及魔鬼魚皮製造的皮革，創
全球奢侈品名牌先河，並跟隨多個高檔品牌
停用皮 草 。 動 物 權益組織歡迎 Chanel 的決

不少奢侈品品牌近年致力邁向
可持續發展，確保生產過程中使
用公平貿易原料，保護工人以至
動物權益。然而這些企業往往以
商業機密為由，拒絕公開供應商
資料或實際生產過程，使外界難
以認證產品是否真的符合可持續
原則。
瑞士鐘錶珠寶生產商蕭邦
(Chopard)規定，旗下產品採用的
黃金，必須由瑞士「改善黃金協
會」公平採礦及貿易計劃涵蓋的
金礦開採，或經責任珠寶業委員
會認證。蕭邦近期亦因應羅興亞
人危機，停止使用緬甸出產的珠
寶。
可持續發展顧問公司 Eco-Age 創
辦人弗思稱，蕭邦在計劃之初，
已跟拉丁美洲的民間組織合作，
取得具可持續認證的黃金，加上
蕭邦會自行設廠加工黃金，使其
較易確保生產過程符合可持續發
展原則，亦可重用損耗的黃金。
皮革產業同樣是「血汗奢侈
品」重災區，不少發展中國家皮

定，認為可推動其他奢侈品牌加入保護野生
動物行列。

Chanel時尚業務總裁帕夫洛夫斯基表示，現
時要找到高品質且符合公司道德標準

的野生動物皮革，變得愈來愈困難，故決定棄用，Chanel 未來生產手袋、鞋具及大衣等產品時，均不會再採
用鱷魚、蜥蜴、蛇或魔鬼魚皮，並將確保皮革產品採用
獲認證及可追尋來源的物料。他補充說，皮具價格高
昂，很大部分是因為野生動物皮革昂貴，Chanel未來將
專注設計新一代高檔產品。

真皮手袋售價可達8萬元
Chanel 的真皮手袋售價可高達 9,000 歐元(約 8 萬港
元)，前日起 Chanel 官網上的所有真皮手袋已下架，但
不少二手物品網站仍可找到 Chanel 的真皮手袋，叫價
超過5,500歐元(約4.9萬港元)。
動物權益組織紛紛讚揚 Chanel 的決定，「國際人道
協會」(HSI)主席巴斯指出，Chanel 拯救了無數鱷魚、
蜥蜴、蛇及魔鬼魚，使牠們免受痛苦，目前亦有不少人
造環保物料可供採用，避免屠宰動物或令動物受苦，有
助推動時尚界邁進符合道德的新時代。美國善待動物組
織(PETA)認為 Chanel 可起帶頭作用，呼籲其他奢侈名
牌如路易威登(LV)，跟隨停用野生動物皮革。

革生產商使用有毒染料或鞣酸來
製皮，損害工人健康，染料也經
常流入河流，把動物剝皮的做法
亦極不人道。弗思指出，業界可
制訂指引，確保所用動物皮是食
品業的副產品，某些皮革製品亦
可用其他原料生產。

非上市公司披露資料更少
瑞士小型皮革生產商 LUC8K 創
辦人奧利沃形容，可持續原則絕
非噱頭，而是對抗快速時裝、保
護環境的做法，LUC8K 的原料均
是來自法國和意大利的羊皮或牛
皮，工廠則設於以皮革工藝聞名
的摩洛哥，她會親自到場視察，
確保生產過程符合可持續原則。
不過無論蕭邦還是 LUC8K，均
以商業利益為由，拒絕公開生產
過程細節，加上它們並非上市公
司，需披露的資料更少，令其可
持續政策難獲驗證。人權觀察組
織批評，蕭邦的可持續政策相當
薄弱。
■綜合報道

高低檔品牌陸續棄用
不少高檔時裝品牌在近年動物權益呼聲高漲下，陸續
宣 佈 棄 用 皮 草 ， 包 括 Gucci、 Giorgio Armani、 Vivienne Westwood、Versace 及 John Galliano 等，但只有
Nike、Puma 等較低檔品牌已停用野生動物皮革。Chanel 的聲明起初未提及會否全面停用所有皮草，後來才
澄清新禁令包括皮草產品。
Chanel 首席設計師、「老佛爺」Karl Lagerfeld 直
言，Chanel的產品極少使用皮草，「我已忘掉它上次出
現在時裝騷是何時了」，強調停用野生動物皮革是
Chanel的自主決定，並非出於外界壓力。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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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成功進行移植死者子宮分娩
巴西一名先天不育婦人前年從一名已故捐贈
者移植子宮後，去年 12 月在懷孕約 35 周後，剖
腹誕下一名健康女嬰，為全球首宗透過移植死
者子宮而成功分娩的個案，被形容為「醫學里
程碑」，將造福因子宮問題而不育的婦女。

分娩後移除子宮 免服排斥藥
巴西聖保羅大學醫院的研究團隊，昨日在醫
學期刊《刺針》發表報告，表示前年 9 月為患
上「苗勒管發育不全症」、天生沒有子宮的一
名 32 歲婦人移植子宮，捐贈者為一名曾育有兩
名孩子、因中風死亡的 45 歲女子，手術歷時約
10 小時 30 分鐘，需把子宮與不育婦人的動靜脈
血管、韌帶和陰道連接起來。

婦人移植子宮後，並無出現排斥反應，經期
規律正常，在接受手術 7 個月後，將之前冷凍
保存的受精卵植入子宮，10 日後確認懷孕。醫
生在她分娩後移除其子宮，以免她需一直服用
抗排斥藥，女嬰出生時重2.5公斤。
子宮不孕症女性過往只能透過領養或代孕而
養育兒女，2014 年瑞典成功進行首宗活體子宮
移植手術，全球至今共進行 39 宗同類手術，但
只成功誕下 11 名嬰兒。過往在美國、捷克和土
耳其合共進行 10 宗死者子宮移植手術，均未能
順利誕嬰。領導研究的艾澤森柏格醫生表示，
願意在死後捐贈器官的人，遠多於活體器官捐
贈者，形容今次手術屬醫學里程碑，證明透過
死者子宮分娩的技術可行。
■綜合報道

中美雙方上周就貿易戰達成共
識，刺激股市造好，但美國總統
特朗普繼續在關稅上展示強硬姿
態，加上美國國債 11 年來首次出
現「孳息曲線倒掛」的反常現
象，投資者憂慮經濟響起衰退警
號，前日觸發恐慌性拋售，道瓊
斯工業平均指數急跌近 800 點，
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綜合指
數更重挫 3.8%，8 月以來累跌逾
一成，跌入技術調整區。
美國 2 年期與 3 年期債息，近
日均升穿 5 年期債息水平，出現
「孳息曲線倒掛」，被視為債息
走向最重要指標的 2 年期與 10 年
期債息差距，前日收窄至 2007 年
以來最接近水平，對上一次在
2007 年出現類似情況，翌年便發
生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根據以
往歷史，「孳息曲線倒掛」往往
伴隨着經濟衰退。

在中國有大量訂單的波音公司
與大型機器製造商 Caterpillar，
股價分別大跌 4.9%與 6.9%，蘋
果公司與其他科技股全線向下，
嚴重依賴亞洲廠房的晶片製造商
亦受壓，拖累費城半導體指數
(Sox)指數跌近 5%，晶片製造商
巨頭 AMD 跌逾 1 成，是標普 500
指數表現最差的成份股。
投資顧問指出，大量投資者開
始避險，拋售股票並買入債券或
持現金，華爾街大戶亦採取觀望
態度，評估美股長達9年的牛市是
否已終結，繼而進入下跌周期。
中美同意啟動 90 日的貿易談
判，但特朗普繼續展示強硬立
場，前日在 twitter 發文警告若中
美無法解決分歧，他會重啟關
稅，形容自己是「關稅人」，加
劇市場對貿易戰重燃的憂慮。
■綜合報道

美聯社

特朗普晤德車廠巨頭 倡在美設廠

■策切形容會面氣氛良
好。
路透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批評美歐的
汽車貿易不公平，更威脅向進口歐
盟汽車加徵關稅。德國三大車廠福
士、寶馬與戴姆勒的高層，前日到
白宮會晤特朗普，期望化解分歧。
特朗普在會上鼓勵有關車廠增加在
美國的產量。
白宮發聲明稱，特朗普在會上鼓
勵三大車廠提高在美國的產量，並
建立更友善營商環境。戴姆勒行政
總裁策切形容會面氣氛良好，「我
認為這代表實施汽車關稅的可能性
減小」。福士行政總裁迪斯亦表示
樂觀，「我們在這裡的原因，就是
要避免額外關稅，我認為進展良
好，向前邁出一大步」。寶馬亦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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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具建設性，但指最終決定權仍
在歐盟手中。
美國汽車巨頭福特亦派代表參加
今次會議，迪斯在會後稱曾與福特
商討，使用福特在美國的剩餘產能
生產電動車，福特總裁哈克特其後
證實這消息，他沒提到旗下工廠是
否產能過剩，但形容公司狀況良
好，不會像通用汽車般關閉廠房和
裁員。
通用汽車上周宣佈，關閉在美國
和加拿大的 5 間廠房，裁員 1.4 萬
人。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分析員喬
納斯預料，若福特重組業務，可能
裁減多達2.5萬名員工。
■法新社/美聯社

英國下議院下周二將表決脫歐協
議草案，前日展開辯論，議員斥責
首相文翠珊未有公開政府內部有關
脫歐協議的完整法律意見，並在311
票支持和293票反對下，裁定文翠珊
政府藐視國會，是英國史上首次。
檢察總長郝思賢上月初僅向國會
公佈脫歐協議的法律意見摘要，引
起在野工黨等政黨不滿，要求政府
全面公開法律意見。英政府起初重
申首相有權私下進行法律諮詢，其
後稱相關爭議應在下周表決脫歐協
議後處理，但這項方案前日遭議員
投票否決。下議院亦提出動議，認
為英政府藐視國會，動議獲文翠珊
政治盟友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

退《巴黎協定》 特朗普借馬克龍「平反」

長債息大跌響警號
美股急挫 80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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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會史上首次裁定政府藐視
(DUP)支持，最終通過。
國會其後在 321 票贊成和 299 票
反對下通過修正案，一旦文翠珊的
脫歐協議草案被國會否決，下議院
有權制訂其他脫歐方案，DUP 議員
和 26 名保守黨議員均投下贊成票。
部分議員認為，若在脫歐事務上賦
予國會更大權力，可增加舉行第二
次脫歐公投的機會。英媒形容文翠
珊在一日內遭議員「三連反」，是
英政府40年來最大挫敗。
英國政府隨即公開所有相關法律
意見，當中提到若國會議員支持文
翠珊的脫歐協議，按照協議中的北
愛爾蘭問題後備方案，英國可能被
迫永久留在關稅同盟。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宣佈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
《巴黎協定》，遭受各方批評。特朗普前日以法國爆發
的反對增加燃油稅示威為自己辯護，指法國總統馬克龍
決定暫緩加稅，與自己退出《巴黎協定》的想法如出一
轍，證明了他的做法正確。
法國群眾發動的「黃色背心」示威，演變成法國數十
年來最嚴重騷亂，馬克龍最終宣佈暫緩加稅計劃。特朗
普前日於 twitter 發文，指很高興馬克龍和法國國民能認
同自己兩年前決定退出《巴黎協定》的結論，並指《巴
黎協定》幫助「洗刷」一些造成嚴重污染的國家，但導
致能源價格上升，卻要由負責任的國家承擔，明顯存在
重大缺陷。特朗普更轉發法國學運活躍分子柯克的帖
文，指巴黎街頭的群眾高呼「我們需要特朗普」，不過
傳媒隨即揭發原帖文純屬謠言。

法擬恢復「富人稅」
法國政府發言人格里沃昨日稱，政府計劃恢復向高收
入人士徵收「富人稅」，以平息示威者批評總統馬克龍
政策向富裕階層傾斜的聲音。馬克龍上台後兌現競選承
諾削減「富人稅」，避免富豪移居比利時和盧森堡等稅
率較低的國家。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