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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大選動議再遭否 約翰遜誓準時脫歐
【香港商報訊】英國國會下院昨日凌晨再次否決了
首相約翰遜提出的在 10 月 15 日提前舉行大選的動
議，國會隨後正式開始為期五周的休會。約翰遜隨後
重申，無論是否與歐盟達成協議，英國都將於 10 月
31 日準時脫歐。

女皇批准 無協議脫歐違法
經過激烈辯論，大多數反對黨議員昨日投下反對票
或者棄權，最終投票結果為 293 票支持、46 票反對。
由於未達到規定所需的全部 650 名議員中三分之二以
上票數的支持，約翰遜提前大選的動議再次被否決。
約翰遜在投票結果出爐後說，政府將在國會休會期間
繼續努力與歐盟談判達成協議，同時也做好無協議脫
歐的準備。他強硬表示，絕對不會要求歐盟再次推遲
英國脫歐。

約翰遜帶領英國 10 月 31 日如期脫歐的計劃接連遇
挫。反對黨發起阻止無協議脫歐的法案一周內獲國會
兩院批准，9 日下午獲得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簽署成為
法律後生效。這意味約翰遜讓英國在 10 月 31 日無
協議脫歐的計劃，在法律層面將無法實行。該法案要
求約翰遜致信歐盟，申請把脫歐期限推遲 3 個月至明
年 1 月 31 日，除非國會 10 月 19 日以前批准一份脫歐
協議或同意無協議脫歐。

或仍有招繞過法律硬脫歐？
儘管如此，仍有觀點認為，約翰遜有多種方法可繞
過法律實現無協議脫歐，包括對自己政府提出不信任
動議，或要求另一歐盟成員國力抗推遲脫歐限期。
支持脫歐的保守黨議員埃文斯日前透露保守黨已想
到約二十種方法。比較有代表性方法的包括約翰可堅

持不向歐盟要求延遲脫歐，但這等同犯法，約翰遜將
冒上極大的憲法和政治風險，或被彈劾下台、甚至坐
牢。約翰遜曾表示，寧死都不會再推遲脫歐，這要視
乎他是否真的願意為無協議脫歐 「殉職」。第二個方
法是照樣按國會要求向歐盟申請推遲脫歐期限，但同
時附上另一封信，指 「不用理會上一封信」。不過該
選項亦或違法，也讓歐盟成員國認為英國「搗亂」
。第三
個方法是，說服歐盟 27 個成員國的其中一國反對推遲
脫歐，但這無疑會破壞該國與其他成員國的關係。
第四個方法是在英國國會提出修法，將解散國會的
門坎由三分之二議員同意改為簡單多數，以提前大
選，但問題是約翰遜目前恐怕沒有過半數的支持。第
五個方法是由約翰遜對自己政府提出不信任動議。聽
起來很可笑，但若成功過關，各政黨有 14 天時間籌組
一個獲過半議員支持的臨時政府。

朝提議對話後又射彈
特朗普回應積極 指兩國首腦仍互信

【香港商報訊】韓國軍方昨天稱，朝鮮
當天試射兩枚短程發射體。這是朝鮮今年進
行的第十次試射活動。此前一天，朝鮮外務
省第一副相崔善姬表示，朝方願在 9 月下旬與
美方舉行工作磋商。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朝方
提議予以積極回應，指會面是好事，將繼續
關注會發生什麼情況。

在首爾，民眾觀看有關朝鮮試射兩枚短程發射體的電視報道。 網絡圖片

係今年第十次試射 韓表憂慮
韓軍聯合參謀本部昨天發布的消息顯示，朝鮮於當
天早晨 6 時 53 分和 7 時 12 分先後兩次，由平安南道價
川一帶試射發射體。韓軍稱，兩枚發射體最大射程約
為 330 公里，但飛行速度、高度等未確認。韓軍聯合
參謀本部表示，韓國軍方正密切關注局勢並保持警戒
態勢，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劇半島緊張氛圍的行為。
韓國總統府青瓦台表示，國家安保室室長鄭義溶當
天緊急主持召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常委會會議。會議
重新審視了朝鮮半島整體安全形勢，並對朝方發射活
動深表憂慮。
自今年 5 月以來，朝鮮已進行 9 次試射活動。自 6 月
起，朝方多次公開表態，批評美國堅持對朝敵視政

策，並指責韓國當局準備從美國引進隱形戰鬥機等行
為，認為挑戰了朝韓軍事協議。自 7 月下旬起、尤其
在 8 月韓美啟動聯合軍演後，朝鮮發射活動愈加頻
繁，僅 8 月便進行了 5 次試射。
有觀點指出，朝鮮欲借發射活動等展示消除安全隱
患的決心，爭取將保障朝鮮體制安全等納入朝美談判
議題。

朝促美拿出新方案重啟磋商
另據朝中社 9 日報道，朝鮮外務省第一副相崔善姬
當天表示，朝方願在 9 月下旬與美方舉行朝美工作磋
商。
朝方注意到主導對朝磋商的美國高級官員近期多次
稱，已作好重啟朝美工作磋商的準備。朝方有意在 9

月下旬與美方在雙方商定的時間和地點坐下來面談。
崔善姬表示，朝鮮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在今年
4 月發表的施政演說中闡明，美國應收起目前的 「計
算方法」，以新的姿態對待朝鮮，朝方將等待美方作
出決斷直至今年年底。
崔善姬說，她相信美方屆時會拿出符合雙方共同利
益、朝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如美方在新一輪朝美工作
磋商中因循守舊、沒有拿出新方案，那麼朝美間的往
來可能就此結束。
美國總統特朗普 9 日在白宮對朝方提議表示，會面
是好事，我們將繼續關注會發生什麼情況。特朗普還
表示，朝鮮很長時間沒有進行核試驗，還將戰爭陣亡
者遺骸歸還美國，即使朝鮮近期相繼發射導彈，兩國
首腦之間的信任也未受損。

約翰遜昨日重申，無論是否與歐盟達成協議，英國都
將於 10 月 31 日準時脫歐。
路透社

涉收取不當報酬
日產社長料下課
【香港商報訊】因收取不當報酬而面臨 「下課」呼
聲的日產社長西川廣人 9 日表露去意，說他打算向繼
任者 「盡快交接工作」。只是，繼任者人選沒有確
定，他恐怕會留任一陣。
日產定於 9 日晚些時候舉行董事會會議，討論關於
西川一事的內部調查結果。消息人士告訴共同社，日
產認定西川 「多領錢」不構成違法，因而只會討論是
否施行內部處分。
日本《文藝春秋》月刊 6 月報道，日產董事會前高
管指認西川 2013 年利用股票增值分紅權機制，獲得
4700 萬日圓（約 315 萬港元）不正當收入。日產隨即
啟動內部調查。本月 4 日，日產審計委員會確認，西
川經由企業一套關聯股票增值分紅權的機制多得報
酬。這一機制可使企業高級主管在股票業績良好時獲
得獎金。西川 5 日道歉並承諾退回多得部分，並將不
當收入歸因於日產前董事長戈恩時代的那套股票增值
分紅權機制，說其他高管同樣經由這套機制多得報
酬。
消息人士披露，西川已向多名日產高管表達辭職意
向，但日產內部有挽留他的動向，是否走人仍存變
數。共同社報道，由於選拔任命新的董事需要得到股
東大會批准，西川暫時留任社長的可能性很大。

美多州檢察長聯合
調查谷歌潛在壟斷
【香港商報訊】當地時間 9 日，美國 48 個州以及華
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和波多黎各自治邦的 50 名總檢察
長宣布調查谷歌 「
潛在的壟斷行為」。
內布拉斯加州總檢察長彼得森在華盛頓召開的新聞
發布會上表示，50 位總檢察長已聯合起來，向谷歌強
硬表態。德州總檢察長帕克斯頓表示，該調查最初的
重點是在線廣告。
根據 「
eMarketer」的數據，預計谷歌今年的美國數
碼廣告收入將超過 480 億美元，遠超同行。史丹福大
學互聯網與社會中心的隱私主管珍金表示： 「廣告商
們肯定擔心，谷歌在支持自己的服務方面擁有太多的
權力。」密蘇里州總檢察長施密特說： 「就好比你想
買房子，而谷歌擁有這些房子，他們是買方的代理
人，也是賣方的代理人，這樣肯定會出問題。」
因為在搜索結果的頂部優先發布自己的產品，谷歌
此前受到歐洲監管機構的調查，並最終收到罰單。另
外，美國聯邦和州監管機構以及政策制定者也越來越
關注谷歌對普通互聯網用戶的影響。谷歌的搜索平台
通常是眾多網民上網時的起點，這引起珍金的注意。
她說： 「谷歌創造了一個生態系統，它的產品成為人
們體驗整個互聯網的媒介。」

特朗普「關閉」和談大門 美軍猛攻塔利班
【香港商報訊】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 9 日表
示，美方與阿富汗塔利班的和平談判已經終止， 「在
我看來，談判已死」。對此，塔利班昨日誓言繼續對
抗駐阿美軍，並指美國將後悔放棄談判。
特朗普 9 日在赴北卡羅來納州參加競選活動前接受
媒體提問，被反覆問及與塔利班和談的相關問題。他
說，塔利班認為必須殺人才能使自己處於更好的談判
地位，他們殺害的 12 人中包括一名美國士兵， 「所以
我認為和談已死。我們過去 4 天對塔利班的打擊比他

們十幾年來所遭受的還要猛烈。」

塔利班放話美很快會後悔
特朗普還表示，與塔利班在大衛營的秘密會晤是
他的主意，而終止會晤也是他的決定， 「甚至沒有
和任何人討論過」。特朗普強調，塔利班殺害無辜
是一個錯誤， 「我不可能在這個基礎上與他們舉行
會晤」。
美國務卿蓬佩奧 8 日曾表示： 「光是過去 10 天，

我們就擊斃了 1000 多名塔利班成員。」
針對特朗普此前突然取消和平談判，塔利班 8 日稱
此舉將使美國可信度受損，並威脅將有更多美國人因
此喪生。昨日，塔利班誓言將繼續對抗駐守在阿富汗
的美國部隊。
塔利班發言人表示： 「我們有兩個方法終結對阿富
汗的佔領行動，一個是聖戰與戰鬥，另一個是協商與
談判。若特朗普打算停止磋商，我們將採取第一套方
法，而很快美國將後悔莫及。」

谷歌今年的美國數碼廣告收入將超過 480 億美元，
遠超同行。
網絡圖片

