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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4名親政府人士
美控「非法入侵」

瓜伊多的支持者在委駐美大使館外慶祝。 路透社
【香港商報訊】當地時間 17 日，4 名因 「
佔領委
內瑞拉駐華盛頓大使館」被捕的親馬杜羅人士在
美國聯邦法院出庭，被控非法侵入和干擾政府職
能。

或臨最高 1 年監禁
據路透社報道，被捕的 4 名抗議者分別是現年 64
歲的澤澤、57 歲的弗勞爾斯、49 歲的派因和 70 歲
的保羅。在 17 日出庭後，4 人分別在不同情況下獲
釋，並將於 6 月 12 日再次出庭。據 RT 報道，4 名
抗議者恐因反對委內瑞拉反對派 「接管」使館面
臨最高一年監禁。
美國警方 16 日暴力闖入委內瑞拉駐華盛頓大使
館，逮捕了 4 名親馬杜羅政府的 「反政變人士」。
路透社稱，這一行動為將委內瑞拉大使館交給維
奇奧鋪平了道路，後者是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
瓜伊多在華盛頓的特別代表。

反對派感謝特朗普「收復使館」
維奇奧 16 日晚間在使館前表示，委內瑞拉大使
館很快將開門辦公，他感謝特朗普總統幫忙 「收
復使館」。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當天也表示，瓜伊
多政府請求美方幫助把示威者驅離使館。
委 內 瑞 拉 總 統 馬 杜 羅 隨 後 譴 責 該 行 為 「野
蠻」、 「可恥」，是對國際法規法則的公然違
反，但他同時表示委政府不會報復， 「因為委內
瑞拉是一個守法國家」。
自馬杜羅政府撤走駐華盛頓的外交人員後，這
座使館一直空着。4 月中旬以來，30 多名活動人士
為抗議美國的委內瑞拉政策，一直留宿並佔據了
使館，以防大樓被反對派 「接管」。馬杜羅政府
對這群抗議者表示了支持，並說他們是在 「保
護」使館。在美國警方採取強制斷電等措施並警
告將予以驅離後，抗議者人數逐漸減少，直至最
後 4 人於 16 日被暴力驅離。

澳洲總理、自由黨領袖莫里森在競選總部集會上向支持者揮手致意。 路透社

【香港商報訊】當地時間 18 日，澳洲迎來 2019 年聯邦議會選舉投票日。
澳洲總理莫里森當晚在悉尼宣布，由他領導的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在選舉
中獲勝。當晚早些時候，反對黨工黨領袖肖滕在墨爾本承認敗選，同時宣
布辭去黨首職務，他說已通過電話祝賀莫里森獲勝。據悉，當天有超過
1600 萬選民於當地時間 8 時至 18 時在各投票點進行投票，稅賦、工資、氣
候變遷和移民為最受關注的議題。
澳洲工党領袖肖滕宣布敗選。 新華社

選民人數逾 1600 萬
澳洲每三年舉行一次聯邦議會選舉。今年大選將改
選全部 151 個眾議院議席，在眾議院中獲得 76 席以上
的政黨或政黨聯盟獲勝執政，其黨首將擔任總理。如
果自由黨和國家黨聯盟或工黨所獲席位都不足 76 席，
其中一方需要獲得小黨或獨立議員的支持才能執政。
至於參議院方面，76 席中有 40 席此次需改選。
根據澳洲選舉委員會網站消息，登記在冊有投票資
格的選民人數超過 1600 萬。澳洲實行強制投票制，年
滿 18 歲的公民必須在選舉中投票。若無故不投票，會
被罰 20 澳元（約 108 港元）。截至 15 日，已有 300 萬
選民選擇提前投票，遠超去年同期。
澳洲的計票也較複雜，選票要求選民需排列出對候

選人的喜好程度（例如有 7 個候選人，就按照偏好從 1
填到 7），若無候選人拿到五成 「第 1 青睞」選票，拿
最少 「第 1 青睞」票的候選人就被淘汰，他的選票會
分給其他候選人。
目前，仍有幾個選區投票結果尚未公布。分析人士
依據澳洲選舉委員會網站 18 日晚公布的即時結果預
測，處於領先的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已接近獲得獨立
執政所需的眾議院 151 個議席中的 76 個，而工黨目前
所獲席位不足 70 個。
此次選舉結果讓當地媒體普遍感到意外。選舉前幾
乎所有民調都顯示，工黨支持率領先於執政聯盟，儘
管優勢不大，但這種領先勢頭一直保持到投票前一
日。 「我一直相信奇跡。」莫里森在當晚獲勝後的致
辭中說。

兩黨各打「經濟牌」
經濟問題始終是澳洲選民最關注的一環，最新官方
數據顯示，澳洲薪酬增長只能維持 2.3%，失業率更升
至 8 個月來高位。而據澳洲央行預測，澳洲今季經濟
增長預計放緩至 1.7%，為 2009 年以來最疲弱的一次。
執政聯盟在政綱中承諾全面減稅，莫里森強調，執
政聯盟能保證經濟穩定增長，延續政策才能保障國民
的生活。若選民選擇工黨，只會讓澳洲政府回歸高稅
收、高支出的赤字危機。
工黨則主張填補稅制漏洞，並提高目前每小時 18.93
澳元（約 102 港元）的最低工資水平，協助民眾脫
貧。兩大陣營亦提出通過提高鐵礦及煤等主要出口商
品價格，增加財政盈餘。

朝致函聯合國 控美強佔貨船
【香港商報訊】朝鮮常駐聯合國代表金星 17 日致
信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認美國侵犯主權，強
佔朝方貨船，是根本不把國際法放在眼裏的 「流氓
國家」。

朝批美係「流氓國家」
據朝中社 18 日報道，金星就美方強佔 「智誠」號
事件致信古特雷斯。
金星寫道，美國以依據美國國內法律的單邊制裁
為由，強佔朝鮮貨船。 「這一強佔行為明確表明，
美國確實是一個毫不在意國際法的流氓國家。」信
件說，美方違反聯合國憲章，強佔朝方貨船，是對
他國主權的侵犯。

金星認為，國際社會愈發關注美方惡劣行徑可能
對朝鮮半島局勢造成影響，古特雷斯作為聯合國秘
書長應採取 「緊急措施」，以維護朝鮮半島穩定並
證明聯合國持有公正立場。他聲明， 「我方將關注
聯合國採取的行動」。
「智誠」號排水量 1.7 萬噸，是朝鮮最大散裝貨輪
之一，去年運載一批煤從朝鮮起航，在印度尼西亞遭
扣押。美方同年 7 月發出扣押令，後從印尼接收貨
輪。
美方指認 「智誠」號試圖向國外非法輸出煤炭、
運回機械裝置，違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涉朝制裁決
議。聯合國安理會 2017 年 8 月通過決議，禁止朝鮮
出口煤、鐵和鉛等物資。

韓批准企業代表前往開城
另一方面，韓國統一部 17 日批准 190 多名企業界
人士前往朝鮮開城工業園，查看從 2016 年開始閒置
的韓方企業設施。朝鮮方面暫時沒有回應韓方企業
代表的訪問計劃。開城工業園是韓朝經濟合作的最
主要成果，同時是雙方關係的晴雨表。2016 年 2 月
10 日，韓國政府宣布，全面中斷開城工業園運營，
撤離韓方企業人員，以回應朝方連續核試驗。朝鮮
次日宣布關閉園區，凍結韓方所有資產，撤走園區
內朝鮮工人。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和韓國總統文
在寅去年會晤期間對重新啟動開城工業園寄予期
望。

四次碰壁 傳特朗普再提名聯儲局理事
【香港商報訊】據彭博社報道，兩位知情人士透
露，美國白宮考慮讓德里克凱（右圖）出任聯儲局理
事，德里克凱目前在特朗普政府擔任交通部副部長。
到目前為止，特朗普已為兩個空缺的聯儲局理事席位
提名了四個
候選人，但
是都沒有得
到參議院的
支持。
德里克凱

是交通部長趙小蘭的高級顧問。根據美國交通部網
站，德里克凱從史丹佛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並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經濟史。2017 年以來，他曾擔
任過美國國家鐵路客運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和叫車服務
公司 Lyft 的總經理。交通部表示，目前德里克凱負責
協調交通部長的預算和政策制定。在他的職業生涯的
早期，德里克凱曾任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的顧
問以及參議院共和黨政策委員會的首席經濟學家。

特朗普四次提名碰壁
聯儲局理事的兩個空缺職位，近期以來始終未能得
到補足，更糟糕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四次提名對應
人選，都遭參議院否決。民眾也對白宮對提名人選的
審查過程以及美聯儲的決策產生了懷疑。美東時間 5
月 2 日，備受爭議的保守派經濟學家摩爾不幸成為第
四位由特朗普提名，卻慘遭國會否決的聯儲局理事候
選人。之前，三位被提名的候選人——凱恩、梁和古
德弗蘭德都在參議院的資質審核環節被淘汰。
特朗普提名之前一般會先在推特上寫道，候選人是

本着一切自願，接受他的提名安排。但幾小時後，候
選人會對記者承認，只要總統不向聯儲局 「認輸」，
他會 「全力以赴」。結果以上幾位候選人都是以這種
「推特提名」方式接連失敗告終。凱恩和摩爾的提名
是通過推特宣布的，從未正式提交給參議院。
一直以來，特朗普都在抵制傳統的執政方式，對國
會在提名前進行
的傳統審查感到
不耐煩。而且特
朗普似乎很喜歡
從自己的顧問團
隊中甄選聯儲局
理事。無論如
何，經過四次提
名碰壁，特朗普
或考慮更為保守
的提名策略，而
不再尋覓其政策
主張的擁護者。

駐日美軍基地禁無人機
日本國會參議院 17 日表決通過有關規範無人駕
駛飛機飛行的修訂法，禁止擅自操控無人飛行器
在某些特定設施上空飛行，包括美國軍隊駐日本
部隊的基地。據日本共同社報道，該法案目的在
於防範使用無人機的恐怖活動。日本新聞協會 2
月向政府提交意見書，指出這 「大幅限制採訪活
動，明顯侵犯國民知情權」。

美 F-16 戰機訓練時墜毀
美 國 空 軍 後 備 隊 當 地 時 間 16 日 證 實 ， 一 架
F-16 戰鬥機當天在加利福尼亞州莫雷諾谷附近訓
練時墜毀，飛行員彈射逃生，但造成 5 名地面人
員受傷。據當地媒體報道，飛機墜地前撞上了空
軍後備基地附近一座建築並引發火災，所幸大火
被及時撲滅。美國空軍後備隊正在對墜機原因作
進一步調查。

視頻截圖顯示，美國墜毀的 F-16 戰機撞入一
座建築。
新華社

日產董事會敲定候選成員
日產汽車公司 17 日確定新董事會 11 名候選成
員，定於 6 月末提交股東大會批准。11 名候選董
事包括日產社長西川廣人、首席運營官山內康
裕，與日產組建企業聯盟的法國雷諾汽車公司董
事長塞納爾、CEO 博洛雷。另外 7 名候選董事出
自日產和雷諾公司以外，包括索尼互動娛樂公司
董事長豪斯、米其林車胎日本分公司董事長德爾
馬斯。外部董事將超過半數。

俄航客機黑匣子解譯完成
俄羅斯國家間航空委員會當地時間 17 日發布消
息表示，一架蘇霍伊超級 100 型客機 5 日在降落
時發生起火事故，目前黑匣子數據的解譯工作已
經完成，目前正在分析獲取的信息。由於蘇霍伊
超級 100 型客機在謝列梅捷沃機場落地後滑行並
不穩定，在失事過程中無法升起擾流板。駕駛員
不應對此承擔責任。5 月 5 日，俄航一架蘇霍伊超
級 100 型客機飛行 28 分鐘後實施硬着陸。降落時
飛機起落架斷裂，發動機起火。據俄偵委的數
據，事故造成 41 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