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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遜補貼女密友齊外訪 涉利益衝突
強行納入出訪團名單 公帑資助女方公司

現年34歲的阿爾庫里來自美國，於倫敦工商管理碩士畢
業後，曾在英國創立小型企業 Innotech、Hacker

House和Playbox等，截至去年底累積虧損逾100萬英鎊(約
977萬港元)。

助選市長時結識
阿爾庫里2012年為約翰遜在倫敦市長選舉助選，二人因

此結識。約翰遜當選後，阿爾庫里的公司先後多次獲批政府
資助，包括在2013至2014年期間，倫敦市長轄下官方推廣
機構London & Partners(L&P)，曾向 Innotech兩度批出款
項，涉及1.15萬英鎊(約11.2萬港元)，用作資助出席活動。
2014年，阿爾庫里再根據政府吸納外資的「天狼星計劃」，
獲批1.5萬英鎊(約14.7萬港元)。
直至今年1月，阿爾庫里已遷回美國，但她仍使用在英國
的舊地址，成功為Hacker House向數碼、文化、媒體及體
育部申請10萬英鎊(約97.7萬港元)資助，用作提高英國民眾
網絡安全意識。據報當局已對這筆撥款展開調查。

不合資格仍獲邀
阿爾庫里亦曾3次跟隨約翰遜，加入獲政府資助的貿易代

表團外訪行程，分別在2014年11月訪問新加坡和馬來西
亞、2015年2月訪問美國紐約，以及同年11月訪問以色列特
拉維夫，但阿爾庫里的公司根本不符隨團資格。
在2014年星馬之行，約翰遜率領26人出訪，當局規定代
表團成員的企業需進行貿易最少12個月，阿爾庫里代表的
Playbox成立僅3個月，是全團唯一不符資格的成員。而在
2015年兩次出訪中，代表團的焦點範疇均與阿爾庫里名下公
司業務無連繫。

得悉同行後表示高興
倫敦市政府的內部電郵顯示，阿爾庫里在申請紐約團時，
曾與約翰遜以電郵溝通，約翰遜得悉阿爾庫里獲批隨團後表
示高興。據報阿爾庫里3次外訪中，有兩次申請起初被拒，
其中申請訪問特拉維夫時，約翰遜更在籌備最後階段，才強
行要求名單加入阿爾庫里，阿爾庫里於外訪期間，亦不掩飾
她與約翰遜的好友關係。
倫敦市政府官員直言，極少企業能參加代表團超過1次。
按照倫敦市政府規則，市長不得向親友提供不當利益，假如
私人利益與公職出現潛在衝突，便必須申報。
阿爾庫里發聲明回應，指她所獲的所有資助及外訪機會，
均因她是合資格的女商人，對報道抹黑「成功女性企業家」
感到失望。 ■綜合報道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昨日報道，首相約翰

遜任職倫敦市長期間和卸任後，他的一名女友人

阿爾庫里的公司曾多次獲得政府資助，涉及12.6

萬英鎊(約123萬港元)，阿爾庫里更在不符合資

格下，3次獲邀參與貿易代表團，與約翰遜一同

外訪。約翰遜的行為涉嫌構成利益衝突，亦未按

行為守則申報。

英國首相約翰遜的女友人阿爾庫里
曾任職模特兒，其後於英國商界發
展。阿爾庫里舊居的業主透露，阿爾
庫里與約翰遜來往甚密，後者經常造
訪香閨，阿爾庫里亦形容對方為「其
中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多次在社交
網站上載兩人合照。
阿爾庫里於美國長大，到英國進修

後投身商界。她2012年碩士畢業前，
因為助選而首次與約翰遜碰面，當時
阿爾庫里27歲，曾經穿着當時約翰遜
的藍色競選T恤與對方合照。她的公
司Innotech亦是在該段期間創辦。

從阿爾庫里的社交媒體頁面上，可
見她非常欣賞約翰遜，如2013年出席
保守黨大會時，她拍下約翰遜於台上
說笑話的照片，並配文指「會上的笑
聲令這星期變得非常有價值」，此後
亦經常發佈約翰遜出席活動的照片。
阿爾庫里也多次發帖，為約翰遜的政
見辯護。
消息人士透露，阿爾庫里在約翰遜

擔任倫敦市長期間，於夜蒲圈子相當
有名，約翰遜的一些同僚亦早已知悉
他與阿爾庫里的關係。約翰遜也曾最
少4次，到阿爾庫里名下公司舉辦的

活動演說，助後者事業一臂之力。

住宅可玩鋼管舞
據悉阿爾庫里曾租住倫敦肖爾迪奇

區的高級住宅，月租2,600英鎊(約2.5
萬港元)，客廳甚至裝設鋼管舞的鋼
管。消息人士透露，約翰遜大多選擇
於午休時，前往阿爾庫里的家與女方
共聚。約翰遜卸任倫敦市長後不久，
阿爾庫里便離開倫敦，並與科技才俊
希克爾拍拖，同年底訂婚，兩夫婦去
年移居美國加州。 ■綜合報道

屢訪香閨 說笑獲女方好感

《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也
門胡塞武裝組織向外國外交人員發出警
告，指繼早前襲擊沙特石油設施後，伊朗
計劃再次施襲，以癱瘓沙特石油生產。據
報美國和沙特已獲悉有關警告，沙特憂慮
石油設施或民用機場受襲，已加強保安措
施。
胡塞武裝發言人沙勒姆否認曾發出警

告，伊朗駐聯合國代表團發言人拒絕置
評。
伊朗昨日舉行閱兵，紀念兩伊戰爭爆發

39周年，總統魯哈尼發表演說時，回應美
國增兵沙特阿拉伯，指外國部駐紥波斯灣
地區，將令當地的石油生產和航運變得不

安全，呼籲外國勢力遠離當地。魯哈尼
說，外國軍隊在波斯灣出現，一直為這地
區帶來苦難，「你們離我們愈遠，這地區
便愈安全」。
魯哈尼還稱，他準備本周到紐約出席聯

合國大會時，向聯大提出一項區域和平合
作計劃，尋求透過與鄰國合作，令波斯灣
變得更安全。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爾前晚接受美

國有線新聞網絡訪問，表示若調查證實沙
特石油設施遭受的襲擊，是從伊朗境內發
動，沙特會視此為戰爭行為，伊朗必須負
上責任，但他強調沙特正尋求和平解決方
法。 ■綜合報道

來自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男
子韋伯，日前與女友安托萬到
非洲坦桑尼亞旅行，其間韋伯
以潛水方式求婚，豈料不幸溺
斃。安托萬悲痛不已，慨嘆原
本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變
成最差的一日。
韋伯和安托萬預訂了坦桑尼

亞奔巴島一個度假村，準備住
宿4晚，他們下榻的水底屋經
過特別設計，上層的客廳和浴
室浮於海面，下層的睡房則位
於水面下約10米。到上周四
入住第3天，韋伯決定向安托
萬求婚。
韋伯戴着潛水鏡和腳蹼跳入水中，舉起

一張放在一個透明袋裡的手寫字條，緊貼
着睡房玻璃窗上，寫道「我無法把我愛你
的一切都告訴你，但是我愛你的一切，每
天都愛得更多！你願意做我的妻子嗎？」
韋伯從短褲口袋裡掏出一枚訂婚戒指，之
後便游開。但他其後不幸遇溺，最終未能

返回水面。度假村人員表示，員工趕到現
場時已來不及施救。當局正調查今次事
件。
安托萬拍下男友求婚的片段上載face-

book，並留言說對發生悲劇感到心碎，表
示韋伯還沒有聽到她的答覆，就是「願
意！願意！100 萬次願意，我要嫁給
你！」 ■綜合報道

傳胡塞武裝發警告 伊朗或再襲沙特

美漢潛水求婚溺斃 未聞「我願意」便永別

美國多間傳媒早前披露，總統特朗普
涉嫌向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施壓，要求
對方調查美國前副總統拜登的兒子亨
特，或構成干預外國政府。正爭取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拜登指控特朗普嚴
重濫權，敦促當局徹查，同時否認自己
曾介入兒子的海外業務。
拜登前日到艾奧瓦州出席競選活動，
抨擊特朗普濫權，稱特朗普深知「我可
以擊敗他，所以他利用自己所有權力、
甚至濫權來污衊我」。拜登形容特朗普
的行徑荒謬，已無法達到總統的最基本
要求，促請展開調查，選民亦應運用手
中一票，結束特朗普的執政。

沃倫籲彈劾特朗普
民主黨麻省參議員沃倫批評，特朗普
與外國政府聯手，衝擊美國選舉制度，

要求眾議院馬上展開彈劾程序。
特朗普指控拜登2016年初任職副總統

時，曾威脅凍結對烏克蘭一筆援助貸
款，以要求烏國終止調查亨特在當地的
天然氣企業，並辭退負責案件的檢察
官。拜登承認事件，但稱該檢察官在多
宗貪污案件處理失當，歐盟及其他國際
組織亦有類似要求，重申從未與兒子討
論其海外業務，形容特朗普的越權行為
更值得關注，「應質詢他為何要恐嚇外
國首腦」。
特朗普前日於twitter發佈多則帖文，指

他與澤連斯基的對話只是正常通話，完
全沒有問題，形容假新聞媒體與民主黨
合作捏造事實，向他發起「烏克蘭獵
巫」，目的是為拜登轉移視線。
烏克蘭外長普里斯前日接受訪問，稱

自己清楚烏美元首對話內容，不認為特

朗普曾施壓，形容對話「長時間而友
善，並處理不少需要嚴肅看待的議
題」。 ■綜合報道

批特朗普施壓烏總統 拜登促查濫權

颱風「塔巴」昨晚減弱為強烈熱帶風
暴，但繼續向東北方向移動，影響韓國
東南部和日本九州一帶。「塔巴」導致
日韓兩地最少3人死亡、23人受傷，並造
成嚴重破壞，其中九州宮崎縣懷疑出現
龍捲風，一個JR鐵路電塔倒塌，韓國則
有多艘船擱淺，亦有民居倒塌。
「塔巴」昨晚在韓國釜山東南方掠

過，並橫過對馬海峽。日本氣象廳公
佈，截至當地時間昨晚9時，「塔巴」集
結在對馬市以南約70公里，以每小時30
公里的速度向東北移動，最高持續風速
減弱至每小時108公里，預料今日橫過日
本海，並減弱為溫帶氣旋。
日本氣象廳警告，「塔巴」為日本西
部帶來豪雨，受正面吹襲的對馬地區或

出現50年一遇的大雨，可能
引發水浸和山泥傾瀉。宮崎縣
延岡市昨晨有居民報告，當地
出現疑似龍捲風，有酒店住客
被吹來的雜物導致頭部受傷。
九州多處市區雜物橫飛，多人
受傷送院，長崎縣4.6萬戶停
電。

釜山兩層高住宅倒塌
「塔巴」也在韓國造成嚴

重破壞，其中釜山一座兩層高
住宅前日在風雨中倒塌，一名72歲女子
死亡，市內約200戶停電。濟州島部分地
區在風災期間，累積雨量逾600毫米。
受「塔巴」影響，日本和韓國分別有

最少550班和390班航班取消，國泰港龍
航空昨日兩班來往香港和福岡的航班取
消，另有5班分別來往福岡、釜山和濟州
的航班延誤。

「塔巴」襲日韓3死 兩來往香港福岡航班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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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在野工黨前日起舉行黨大
會，但黨內就脫歐去向問題陷入嚴
重分裂，最少3名影子大臣要求黨
魁郝爾彬明確表態支持英國留歐，
但郝爾彬拒絕，更提出待大選後再
決定工黨的脫歐政策方向，被質疑
試圖阻止黨員討論。
要求郝爾彬表態的官員，包括影

子外相方璧琳、影子脫歐事務大臣
施紀賢及影子商務大臣劉易斯，方
璧琳表明「我們不能再繼續浪費時
間」。郝爾彬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
問時，未直接回應會支持脫歐抑或
留歐，只表示會舉行特別會議，決
定工黨取態。
黨大會定於今日表決有關脫歐的

議案，副黨魁華德信及郝爾彬將分
別於明日及後日發表演說。郝爾彬
昨日在黨內的全國行政委員會提
出，工黨可以支持二次公投，但是
否支持留歐則留待大選後決定，觸
發黨內支持留歐人士不滿，指企圖
扼殺辯論機會。
另一方面，郝爾彬的高級幕僚、

政策主任費希爾宣佈於年底前離
職，以便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不
過《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他曾
警告郝爾彬將無法在大選中爭取年
輕選民支持。據《衛報》民調顯
示，工黨支持度落後保守黨達15
個百分點。 ■綜合報道

▲阿爾庫里為約
翰遜助選時認識
對方。

網上圖片

▶約翰遜和阿爾
庫里有說有笑。

網上圖片

■■阿爾庫里的阿爾庫里的
住宅可玩鋼管住宅可玩鋼管
舞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韓國有船隻被強風吹至擱淺。 網上圖片

■拜登在民主黨集會中示範煎牛扒。
彭博通訊社

■韋伯在水中求婚，並向女方展示訂婚戒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