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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極右謀建「軸心」抗德法
夥波蘭發動
「歐洲之春」劍指歐議會選舉

盟黨」領袖薩爾維尼前日出訪
波蘭首都華沙，與波蘭執政法
律與公正黨(PiS)主席卡欽斯基
會面。薩爾維尼其後發表演
說，揚言意大利和波蘭將組成

鼓勵邊境成立
「歐盟區域」

「軸心」，對抗「法德軸
心」，並計劃發起「歐洲之
春」，期望在 5 月的歐洲議會
選舉大獲全勝，取代德國及法
國在歐盟的影響力。

目前歐洲議會以中間偏右政黨佔
最多議席，薩爾維尼揚言，意

大利和波蘭將引領「歐洲之春」，為
歐洲注入「新能量、新平衡」，包括
重建「歐洲真正價值」，並減少歐盟
財政負擔和官僚主義。薩爾維尼稱，
期望與波蘭構建命運共同體，「法德
軸心或許會被意大利－波蘭軸心取
代。」

揚言將建立
「新歐洲」
薩爾維尼批評歐盟多年來「殺死歐
洲的夢想」，揚言在選舉後建立「新
歐洲」，改變歐洲的發展方向，正計
劃與所有打算拯救歐盟的人士組成選
舉聯盟。薩爾維尼表示，「聯盟黨」

法德擬簽新友好條約 加強合作抗民粹

為打擊疑歐派和歐盟中的民粹勢
力，法國和德國決定加強兩國合作，
雙方將於本月 22 日簽署新的友好條
約，德國外長馬斯形容新條約將為兩
國以及歐洲發展帶來新機遇，也是遏
制國家利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一個訊
號。

意大利內政部長、極右「聯

■薩爾維尼(左)前日出訪波蘭首都華沙。

將制訂 10 點政綱，尋求各國政黨支
持，目標是令聯盟在歐洲議會選舉
中，成為第二甚至最大勢力，「(議席)
愈多愈好」。薩爾維尼又透露，曾與
卡欽斯基討論邊境安全，對方席間多
次讚揚意國非法移民管制措施。

波蘭總理斥歐盟大細超
薩爾維尼較早時亦與波蘭內政部長

布魯津斯基，以及總理莫拉維茨基會
面。莫拉維茨基指出，波蘭和意大利
對歐盟的不滿有共通之處，批評歐盟
偏袒特定成員國，他引用早前意大利
與歐盟就財政預算案發生的爭議，質
疑意國預算赤字相當於該國國內生產
總 值 (GDP) 的 2.4% ， 已 招 致 歐 盟 反
對，財赤比率超過 3%的法國卻可輕
易通過預算。

晤民主黨不歡而散
特朗普拍枱離場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再次約見民主黨參眾兩院
領袖，尋求化解邊境圍牆撥款和政府停擺分歧，
不過會面開始僅 20 分鐘，特朗普即拍枱離場。
民主黨批評特朗普只想強迫議員接受圍牆撥款，
根本無心談判，特朗普則炮轟民主黨拒絕讓步，
形容會議「完全浪費時間」。
會議在白宮戰情室舉行，出席者包括眾議院議
長佩洛西、參議院少數派領
袖舒默、副總統彭斯及共
和黨兩院領袖。據報特
朗普在會議一開始
便為每人安排咖
啡，並派發
「大量」

法新社

M&M's、彩虹糖、Butterfinger 和 Baby Ruth 等糖
果，不過咖啡還未變冷，會議便不歡而散。

議長斥
「發脾氣」
任性
舒默表示，特朗普在會上反問佩洛西，如果他
同意恢復政府運作，她會否支持圍牆撥款，佩洛
西拒絕後，「特朗普隨即站起來，丟
下一句『那我們無話可說了』便離
開。」
舒默直言特朗普「發脾氣」，
更指他在會面中拍枱。佩洛西形
容會議根本稱不上「高層談
判」，批評特朗普任性。
彭斯否認特朗普曾經高聲發言
或拍枱，特朗普則在 twitter 發
文，批評會面浪費時間，「我問
如果我盡快恢復政府運作，在 30
日內會有什麼事會發生，你會支持
以圍牆或鋼鐵圍欄提升邊境安全嗎？
佩洛西說不，我說拜拜」。 ■綜合報道

PiS 發言人稱，兩國領袖會談有助
歐盟國家進一步交流，讓歐盟變得更
強大，期望雙方將來再會面。PiS 是
歐洲議會第三大黨團「歐洲保守派和
改革主義者」(RCF)成員，政治網站
Politico 民調顯示，PiS 有望在下屆歐
洲議會選舉取得 24 個議席，而「聯盟
黨」則可由現時的6席增至27席。
■綜合報道

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
將於 1 月 22 日在德國西部城市亞琛簽
署新的友好條約，替代1963年兩國簽
署的《愛麗舍宮條約》。新約將被稱
為《亞琛條約》，將在經濟、外交和
安全、文化與教育、科研、氣候變化
和環境保護等領域繼續加強現已非常
緊密的雙邊關係，並鼓勵在法德邊境
地區成立「歐盟區域」，推動水電交
通結合。
新條約亦會訂明兩國將合力推動德
國「入常」，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第 6
個常任理事國，法德亦會在歐盟層面
統一戰線，在歐盟峰會等重要場合前
預先協調立場，以提高歐盟在世界舞
台的話語權。新條約亦推動兩國公務
員互訪交流，並鋪路成立法德國防安
全委員會，長遠將共同向外派兵。
1963 年 1 月 22 日，法德領導人在巴
黎愛麗舍宮簽署了法德合作條約，史
稱《愛麗舍宮條約》。該條約標誌着
兩國二戰後徹底和解，在歐洲一體化
進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的「法德軸
心」正式形成。
■綜合報道

民主黨反對重點在政府停擺成本
美國國會就美墨圍牆撥款陷入爭
議，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上周狠批圍
牆政策「不道德」，獲黨內成員支
持。
不過有分析認為，民主黨內部
對提升邊境安全的政策方向仍未
達成共識，該黨近期反對總統特

朗普政策的着重點，亦在於政府
停擺產生的成本，包括今周在眾
議院提交多項法案，建議恢復財
政部及國家稅務局運作，而避談興
建圍牆本身。
馬里蘭州民主黨眾議員霍耶周
二接受訪問時，避談邊境圍欄等民

主黨過去支持的邊境安全政策，與
特朗普的圍牆政策差異，更承認相
信兩者產生的效果相同。
他又指，興建圍欄獲多名專家
支持，不過亦有不少專家認為，圍
欄及圍牆均作用有限。
■綜合報道

美聯儲議息記錄倡耐性 與聲明矛盾
美國聯儲局前日公佈的上月議
息會議記錄顯示，與會官員認為在
通脹壓力減輕的情況下，公開市場
委員會(FOMC)對進一步收緊政策
可能可以更有耐性，意味局方認為
加息周期可能已經接近尾聲。
聯儲局上月議息後決定加息 1/4
厘，會議記錄顯示，與會官員認
為，經歷這次加息後，聯邦基金
利率水平將觸及或接近長期中性
水平估值區間的下限。近期金融
市場波動和對全球經濟增長擔憂

情緒增加，使得聯儲局未來進一
步收緊貨幣政策的力度和時機較
此前更加不明朗，對此局方將保
持耐心。
雖然當日擁有投票權的理事一
致支持加息，但會議記錄顯示，多
名沒有投票權的地區聯儲銀行行長
均反對加息。

分析：為鮑威爾言論「補鑊」
會議記錄有關減緩加息步伐的
內容，隨即被質疑與當日議息聲
明及主席鮑威爾會後記者會的言
論相矛盾，例如當日議息聲明提

到未來仍需「一些進一步漸進加
息」，鮑威爾亦表示不會因應市
況而改變政策。不過亦有分析指
出，會議記錄並非一字不漏地記
下會議過程，聯儲局可能因應議
息會議後的市場反應，選取較符
合市場期望的內容，為鮑威爾當
日的言論「補鑊」。
值得一提的是，在會議記錄公
佈前，波士頓聯儲銀行行長羅森格
倫、芝加哥聯儲銀行行長埃文斯和
亞特蘭大聯儲銀行行長博斯蒂克，
分別在各自演講中表示需謹慎對待
息口未來走勢，與會議記錄形成呼
應。
■綜合報道

■特朗普前日約見民主黨參
眾兩院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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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搗網球假波集團
83 人涉案
西班牙警方昨日搗破一個大型網
球打假波集團，起訴最少 83 人，包
括 28 名在低級組別賽事參賽職業網
球手，其中一人更曾參加去年的美
國網球公開賽。當局相信有關球員
收受一個跨國犯罪組織的賄賂，在
比賽中打假波。
警方昨日採取行動，搜查全國 11
個地點，起出 16.7 萬歐元(約 150 萬
港 元)、 一 支 散 彈 槍 、 50 個 電 子 設
備、信用卡、車輛和其他文件，並

凍結 42 個涉案銀行戶口。歐洲刑警
組織在 2017 年發現多場低組別網球
賽事出現不尋常賽果，追查下發現
犯罪集團買通選手去操控比賽。
案中的亞美尼亞犯罪組織去年 10
月已被當地警方瓦解，當時有 15 人
被捕，包括網球員。
當局指控一名世界排名最高 236
位的西班牙網球手，擔當犯罪集團
和球手的中間人，但沒有公開其他
涉案球員的姓名。
■綜合報道

女星控溫斯坦性騷擾遭駁回
可續誹謗訴訟

■Ashley Judd(左)指控溫斯坦性騷擾被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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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前金牌監製溫斯坦前年被多
名女星指控性侵，引發全球反性侵運
動「#MeToo」，首批挺身指證溫斯
坦的女星 Ashley Judd，其性騷擾訴訟
前日被洛杉磯聯邦法院駁回，但她仍
可繼續控告溫斯坦誹謗。
50 歲的 Ashley 在入稟狀指出，66 歲
的溫斯坦於 1997 年在一間酒店房間假
裝洽商合作，要求與她進行性行為被
拒。溫斯坦翌年於是向《魔戒》電影
系列導演彼得積遜說她的壞話，令她

失去參演機會。由於加州法例禁止向
「商業、服務或專業關係」的對象作
出性騷擾，故 Ashley 引用此例控告溫
斯坦性騷擾，並另外控告他誹謗罪。
不過，洛杉磯聯邦法官古鐵雷斯表
示，Ashley 與溫斯坦的關係不受該條
法例保障，即使去年 9 月通過的法例
修正案，將條例範圍涵蓋至電影導演
和製片人，但修正案並無追溯力，故
仍然不適用於Ashley的個案。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