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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談死線定下月 15 日 歐盟促遵守協議

英威脅廢北愛方案 脫歐談判再爆危機
英國脫歐進程再生變數，英揆約翰遜昨日宣布，將把 10 月 15 日列為與
歐盟談判英歐貿易協議的「死線」，英國《金融時報》更引述消息指，約
翰遜正計劃草擬法案，一旦英歐未能達成新貿易協定，英歐此前脫歐協議
中的關鍵部分，包括北愛爾蘭關稅安排等，將失去法律效力。歐盟官員隨
即表達關注，強調英國需遵守此前達成的協議，英國首相府則表示只是尋
求「釐清」北愛貿易安排。

英國與歐盟去年達成脫歐協議，就北愛
邊界、脫歐後過渡期等關鍵議題達成
共識。英國國會今年 1 月通過協議後，英國
1 月 31 日正式退出歐盟，目前處於過渡期，
期內繼續遵守歐盟規定，並磋商新自貿協
議，過渡期暫定12月31日到期。

英：已為無貿協作好準備
然而英歐此前舉行 7 輪談判後，在競爭條
款、國家補助和漁業等始終存在分歧。新一
輪談判預定今日在倫敦再次展開，英國脫歐
事務談判代表弗羅斯特昨日強調，英國將堅
守主權，拒絕成為歐盟的「從屬國」，不會
放棄掌控本國法律或鎖定在歐盟行事方式
中。弗羅斯特表示，英國希望能夠達成類似
歐盟與加拿大的貿易協議，但已為無協議作
好準備。
約翰遜昨日亦稱，假如英歐無法在 10 月
15 日前達成新自貿協定，「那麼我們便應
接受並繼續向前走」，未來或需採取「澳洲
模式」，即只按照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框
架和規定，與歐盟繼續貿易，形容這也「可
以是好事」。約翰遜強調即使英歐談判失
敗，未來仍可在航空、物流和科研等領域尋
求合作。
《金融時報》引述最少 3 名英國官員消息
指，約翰遜政府最快本周內，便會向國會提
交法案，讓去年脫歐協議的部分條款失去法

律效力，並透露將針對涉及政府補貼，以及
北愛關稅議題的部分。

歐盟：意見無建設性
消息一出隨即引起震撼，憂慮英國一旦
放棄部分脫歐條款，整個協議亦會面臨存亡
危機，令英國無協議脫歐。歐盟首席談判代
表巴尼耶承認對英談判艱辛，批評英國沒有
提出建設性意見，強調一切已簽署的條款均
必須獲尊重。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
示，脫歐協議受國際法約束，相信英國會切
實執行，強調協議是歐盟與英國未來關
係的基礎。
英國首相府回應稱，英方正繼續努力
解決與歐盟之間的不同分歧，但亦正考
慮「倒退選項」，並正尋求「以有限及
可行的措施」，釐清北愛貿
易安排，強調會完全遵
守脫歐協議，維持北
愛和平協定，並確
保北愛留在聯合王
國。消息拖累英鎊
匯價昨日下跌約
1%，兌美元低見
1.3145，兌港元則
跌至10.1879。
■ 約翰遜把下月 15 日列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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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抗議英國脫歐
抗議英國脫歐。
。
網上圖片

批約翰遜欠誠信「蘇獨」
借機渲獨
英國政府據悉正草擬法案，一旦英
歐未能簽訂新貿易協議，便推翻目前脫
歐協議中有關北愛爾蘭的條款，恐令脫
歐談判破局。蘇格蘭官員警告，無協議
脫歐只會損害蘇格
蘭經濟，更令蘇格
蘭有需
要 獨
立。
蘇格蘭民
族黨的下議院領袖柏家輝
警告，無協議脫歐會在疫情之
下對蘇格蘭的就業機會與經濟

日謀後年 F-35 配距外導彈
可襲中俄朝基地
日本傳媒昨日報道，日本防衛省預計
將於 2022 年 3 月取得射程達 500 公里的
空對面距外導彈(Standoff Missile)，供自
衛隊的 F-35 隱形戰機使用，作為離島防
禦等從敵方威脅範圍外的對應措施，屆
時日本 F-35 將擁有對地與對艦攻擊能
力，也可攻擊敵方基地，朝鮮、中國與
俄羅斯沿岸都在射程內。
根據日本防衛省的中期防衛力整備計
劃，距外導彈將成為自衛隊最長程的武
器，配備在航空自衛隊最先進的隱形戰
機 F-35A 上。由於日本政府放棄部署
「陸基神盾」導彈防禦系統，因此開始
討論若要阻止敵方攻擊，是否也應擁有
能打擊他國領土目標的武器，必要時也
可打擊敵國境內固定預警雷達或導彈相
關設施。

內部討論不足 合憲成疑
防衛省表示，將取得的距外導彈是挪
威製對地與對艦用導彈「JSM」，目前
已完成開發，預定 2022 年 3 月交貨。

網上圖片

JSM 將可配備在 F-35 的內部彈艙，利用
F-35 難以被雷達偵測到的特性，取得對
地與對艦攻擊能力。
不過報道指出，即將辭任的首相安倍晉
三政府，對於距外導彈是否符合憲法第9

條僅限於擁有防衛武力的規範，未有進行
足夠討論。部分日媒認為，日本憲法容許
為防衛必要可擁有最小限度的導彈，但究
竟到什麼樣的程度，下周上台的新政府應
向國民清楚說明。
■綜合報道

多地沙灘現人潮
美國的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超過620
萬，死亡患者逼近19萬，疫情依然是全
球最嚴重。路透社統計美國過去兩周的疫
情數字，及 8 月 8 日至 22 日兩周間的數
字，將兩段時間疫情比較，發現在過去兩
周，有22個州份的新增確診病例上升，
大部分是人口較稀疏的中西部及南部州
份，在8月初的兩周間則只有夏威夷、伊

利諾伊及南達科他州3地，新
增病例出現增幅。
美國近日整體病例升幅雖
然已少過 7 月時的高峰，不
過平均每日仍新增 4.4 萬宗病
例，較 5 月 23 日至 25 日的陣
亡將士紀念日長假期前高出
一倍，不少專家均認為，7月
的疫情高峰正正與長假期時
民眾聚集有關；剛過去的周
末至昨日適逢美國的勞動節 ■美國疫情嚴峻，但加州沙灘仍人頭湧湧。 路透社
長假期，令專家擔心疫情會再度惡化。 民眾「魯莽及自私」。其他州份的海灘
當地多處亦的確出現大型聚會，如三 及主題公園均出現人潮。白宮傳染病專
藩市大洋灘的火人節活動吸引逾 1,000 家福奇敦促民眾，在度過長假期時必須
人聚集，觸發市長布里德前日決定將海 繼續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及避免聚
■綜合報道
灘的停車場關閉，布里德更批評聚集的 集。

不過在野工黨亦批評，約翰遜相當於
「威脅違背英國的法律義務」，並形容
做法「極為缺乏誠信」，影響未來貿易
夥伴及盟友對英國的觀感。■綜合報道

印度昨日錄得近 9.1 萬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再創單日確診的全球新高，同時令累計
確診突破 420 萬宗，超越巴西，成為僅次於
美國的全球第二多確診國家。
印度衞生部統計，當地昨日新增 90,802 宗
確診，再多 1,016 人死亡，累計死亡人數超
過 7.1 萬。目前印度約 6 成未出院個案來自 5
個人口最稠密的邦，但一些原本已經控制好
疫情的邦，確診宗數亦有反彈跡象。

印度近日確診接連創新高，亦屢屢刷新單
一國家單日確診最多紀錄，不過當地政府卻
強調患者康復率達 77.3%，死亡率亦降至約
1.72%。然而印度韋洛爾基督教醫學院傳染
病學家加根迪普指出，印度嚴重依賴便宜的
快速試劑進行病毒檢測，這類檢測精確度較
低，有遺漏潛在感染者的風險。

■距外導彈可配備在F-35的內部彈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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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確診超巴西 居全球第二

政府借康復率開脫

美 22 州新症上升
民眾照暢聚
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升穿 620
萬，統計數字更發現達22個州份的新增
病例呈上升趨勢，較 3 周之前的疫情有
所惡化，加上美國民眾剛度過勞動節連
假周末，民眾聚集慶祝恐導致疫情進一
步擴散，情況令擔憂。

構成長期損害，警告若英國政府威脅
損害脫歐協議、違背蘇格蘭意願實施
無協議脫歐，首相約翰遜便相當於證
實他不值得相信，及「強調蘇格蘭成
為獨立國家的必要性」。
據《衛報》引述政府消息人士報道，
英國政府認為原先的脫歐協議條文模糊，
有足夠空間重新詮釋協議，消息人士亦
形容，推翻原先協議有關北愛的條款，
是政府準備無協議脫歐的其中一環；環
境大臣尤俊仕則形容，政府只會處理「少
數不重要、不清晰細節」，強調不會改
動重要條文。

■印度醫護為居民進行病毒檢測。

美聯社

印度上季經濟下滑 24%，雖然疫情仍然嚴
峻，但總理莫迪為恢復經濟，仍決定放寬防
疫措施。首都新德里的地鐵停駛 5 個月後昨
日重開，只有無病徵人士獲准搭乘，且乘客
需戴口罩、接受體溫檢測並保持社交距離，
其餘 12 座大城市亦開始部分恢復地鐵服務。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違令酒店聚會 美11大學生被開除
美國多間大學恢復面授後，陸續爆發小規
模集體感染，許多大學據此加強防疫措施，
位於波士頓的東北大學便有 11 名學生因為違
反學校防疫措施，被開除學籍。
東北大學一個一年級生海外短期留學體驗
項目，因應疫情改在離波士頓校園約 2 公里
外的酒店進行，800 名參與項目的學生獲安
排兩人同住一間房，然而 11 名學生上周三晚
間被發現違規留在同一房間內聚會，校方於
是通知家長，要求違規學生 24 小時內離開酒
店，並回校接受新冠病毒檢測。
東北大學學生事務高級副校長伊斯塔布魯
克指出，校方此前已多次告知學生必須保持
社交距離、避免聚集，並在與他人共處時戴
口罩，「檢測結果呈陰性並不夠，互相合

■美國許多大學加強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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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遵守公共衞生指引是必要的。」伊斯塔
布魯克同時強調，校方將嚴肅處理任何違反
防疫措施人士，違規學生或會即刻失去校內
住宿資格，甚至被開除。
■綜合報道

納瓦爾尼恢復意識
懷疑因為中毒送往德國就醫的俄羅斯反對
派領袖納瓦爾尼，情況持續好轉，昨日獲醫
院批准脫離人工昏迷狀態，停止使用人工肺
協助呼吸，並已經恢復意識。
收治納瓦爾尼的柏林慈善醫院表示，納瓦
爾尼恢復意識後，狀態有所改善，能對外界
言語刺激作出回應。不過院方認為納瓦爾尼
中毒情況嚴重，「目前評估中毒帶來的長期

影響還為時尚早。」
德國政府上周表示，測試表明納瓦爾尼身
中前蘇聯神經毒劑「諾維喬克」。德國外交
部長馬斯前日警告，俄羅斯如何回應納瓦爾
尼案，將決定德國是否叫停連接兩國天然氣
管道「北溪 2 號」項目。俄羅斯多次否認毒
害納瓦爾尼的指控。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